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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自拍

照片版权归谁？
闹了两年，终于有结果了
路边野生动物抓过你的手机自拍一
个，版权归你还是归它？
这样的事情就被一个英国自然摄影师
遇到了，他也因此自我调侃道，自己是“史
上第一个被动物告上法庭的人。”
一张由猕猴自己按下快门的自拍照
片，在网上大火，同时，专门拍摄猕猴群照
片、安置相机的这位英国自然摄影师大卫·
斯莱特也很快声名鹊起。
本以为，有了这张照片，这位摄影师从
此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要是这张照片被
使用一次，就给我一英镑。那我至少装了
4000 万英镑进口袋了，这些照片的收益应
该足够我过上舒适生活了……”
可事实上，并没有。
斯莱特前后总共也只拿到了几千英镑
版权费——因为版权争议，很多机构都拒
绝向他支付使用费，他还被动物保护组织
告上了法庭。几年的律师费，加上从英国飞
美国出庭的各种费用，他因此破产了！
据 BBC 报道，经过两年的漫长诉讼，这
场著名的人和动物的版权归属案终于有了
结果：摄影师大卫·斯莱特和动物权益组织
——皮塔（Peta）达成协议：斯莱特将该照片
未来所有收益的 25%都捐给慈善组织，以
保护这只名叫 Naruto 的猕猴，以及它的栖
息地。

一只猕猴按下快门自拍

火爆照片让摄影师也声名鹊起
做一个自由摄影师，维持生计并非易
事；做一个成功的、靠自由摄影获得稳定收
入的摄影师，更加不易。而莱斯特，曾距离
拥有稳定收入的舒适生活，似乎只有一步
之遥，可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丁点。
2011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
丛林里，为了拍摄一个猕猴群，大卫·斯莱

在建军 90 周年阅兵式上，129 架国产战
鹰组成的空中分列式首次以战斗姿态接受
检阅。
其中，以歼 11、歼 15、歼 16 为代表的国
产重型歼击机梯队不仅是阅兵空中方阵的
主角，也是我国空中力量的主力和中坚。
央视记者经过特别允许，来到我国重型
歼击机的研制地，对这些守卫祖国海空的战
鹰进行了独家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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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跟猴群待了好多天，直到猴群完全接受
他，在他周围活动得非常轻松随意了，斯莱
特就把相机架在三脚架上，设好线控快门，
让猴子自行摆弄玩耍。
一只黑色的猕猴按下了快门，拍出了
很多照片。虽然多数都是不能用的废片，但
莱斯特还是惊奇地发现，其中有一张完美
自拍照！正是这张自拍照，后来让莱斯特福
祸难辩。
这张自拍照在网上迅速火爆，包括维
基百科在内的很多渠道都争相刊登，莱斯
特因此获得了几千英镑收入，正好够他那
一趟旅程的花费。因为这张照片的走红，莱
斯特也迅速声名鹊起。

被猴子“告上”法庭

“照片版权应该属于拍摄的猕猴”
然而，
包括维基百科在内的好多机构却
拒绝支付版权费。
他们称，
这是由动物拍摄的
照片，
因此，
这张照片的版权根本就不属于莱
斯特。
更让莱斯特意外的是，
2015 年，
动物权
益保护组织——皮塔，
代表这只猴子，
把他告
上了旧金山法庭，
要求获得这张照片的所有
收益。
这看起来是一场很离奇的官司，
而事实
上，
也确实是一个难断的官司。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两年，据英国卫报
2017 年 1 月的报道，莱斯特也因此破产，甚
至连飞去旧金山参加庭审的机票都买不起
了。莱斯特付不起高额的律师费，也没钱修
相机设备了，不能再继续做摄影师，只能绞
尽脑汁地想些其他办法赚取家用。
“我现在在试着做网球教练”，莱斯特
说：
“ 我还在考虑帮人遛狗，我现在的收入
连基本交税额度都达不到。”
“ 我连车都买
不起。如果我明天死了。她（7 岁的女儿）连
一个相机都继承不了，只有这个没用的照
片著作权。
”

动物是否享有著作权？

版权保护对动物并不适用
但动物应该由此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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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猴子自拍照之一 图据 BBC

央视记者吴杰：一般来说，歼 11B 作战
用的武器，会通过挂架挂载在机翼下方。在
翼尖的位置就有一个挂架，这个挂架可以挂
载比较轻巧的空对空导弹，让歼 11B 可以在
近距离和敌人展开厮杀。
在机腹的位置，可以看出空间还是很充
裕的，这里可以用来挂载比较大的中远程的
空对空导弹，来打击远距离的目标，由于这
种导弹打击的目标都在飞行员视力范围之
外，所以这种打击方式也被称为超视距作
战。这些武器系统，我们国家都可以实现国
产化。
歼 11B 的航电系统，也是由中国人自主
研制开发的，可以说，它是一型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重型歼击机了。
我们国家还开发出了很多新机型，比如
舰载机歼 15，它保留了歼 11B 优越的飞行性
能，同时更加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战场
环境，可以说在未来，这些重型歼击机依旧
将成为中国空中力量的中流砥柱。

央视解码中国重型歼击机制造

独特方式：
零件一层一层地生长

技术
突破 组装歼 11B：新材料为飞机减重

正在进行烧结的零件

歼 11B 采用不少新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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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戏称皮塔在法庭上代表猴子出庭大概是这样 图据网络

新型战机不断涌现的背后，是我国歼击机设
计制造技术的新突破。
像歼 11B 这样的重型战机虽然体格庞大，
但为了提高性能，研制人员会为减轻它身上每
一克的重量而努力。在飞机的生产线上，记者就
发现，新材料的使用，正在让这只空中巨鹰战力
提升。
目前，
3D 打印技术也成为制造业革新的新手
段，而事实上，在中国战鹰的身上，这种先进制造
技术已经展开了广泛的应用。我们的记者首次探
访了能够为歼击机
“打印”
零件的神奇工厂。
一个特殊的车间，正在用独特的方式生产飞
机上的零部件。这种方式，被称为激光增材制造，
是我们常说的 3D 打印技术中的一种，通俗地理
解，在这里，材料不是切削打磨出来的，而是一点
一点长出来的。
航空工业沈飞工艺研究所李晓丹博士：我们
看到的是设备的一个成型仓，每一次会有刮刀送
过来一层粉，大概是几十微米的，然后激光头在
上边，会根据我们这一层的数模来进行烧结，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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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烧结过后的地方，这个金属粉末就变成了固态
的零件，就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烧结的零
件，
它就这样直接长出来。
就这样，零件一层一层地生长，每层的厚度
只有几十微米，跟头发丝差不多粗细，这样可以
大幅提高生产的质量。比如，一个飞机上的接头，
使用传统铸造方式制造，非常粗糙，需要后续加
工，
而用 3D 打印制造，
看上去要光洁得多。
李晓丹：原来不能设计成这样，因为这个无
法实现来制造，现在有了增材制造技术，解放了
设计。
除此之外，利用激光增材制造技术，还可以
生产出传统手段完全无法生产出来的零部件结
构，比如，一个用新技术设计制造的飞机机翼的
前缘，里面布满了像蜂窝一样的结构，所以虽然
它是一块金属材料，可拿在手里，就像纸做的一
样轻，
然而，
它的强度却不可小觑。
据了解，我国很早就开始了 3D 打印材料在
歼击机制造上的应用，驰骋大洋的舰载机歼 15 身
上就有 3D 打印制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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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 11 到歼 16：
国产重型战机系列化

央视记者吴杰：这里是航空工业沈飞
的试飞站的机库。我国自主研制的重型歼
击机歼 11B，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三十吨
左右。
走近它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它巨大
的机头，黑色的部分其实是雷达罩，里面装
了一台高性能的雷达，可以在几百公里之外
就发现目标。
在它的上面，有个玻璃球状的装置，它
的名字叫做光电雷达，它可以在机头雷达不
开机的情况下，用光学和红外的方式，发现
目标、跟踪目标、打击目标。
央视记者吴杰：我们说歼 11B 是一种双
发重型歼击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
架飞机，安装了两台发动机，可以自豪地告
诉大家，这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推力发
动机，可以给歼 11B 提供强劲的动力。

歼 11B 作战武器
可近距离厮杀
亦可超视距作战

“我花了整整三天时间跟这些猴子熟悉，
它们才让我靠得那么近，这都是我付出汗水和
泪水的结果。”斯莱特称，为了“拍到”这张照
片而花费的巨大精力，已经足够让他获得版权
了。
而且，拍摄之前，他还需要将相机调到正
确的设置，保证曝光和各种参数准确。
“ 但是，
现在竟然有人想从我这里夺走所有权。我会抗
争到底！
”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躺在地上，至
少有两只猴子踩在我背上，还有一只公猴以为
我对他的母猴有威胁，揍了我好多下，害我留
下多处淤伤。”莱斯特愤怒极了，
“所以，别告诉
我这些照片不是我的东西！”
这起案件在网上引发了大范围讨论，动物
到底有没有著作权？
也有不少网友替莱斯特叫屈，称这个动物
保护组织就是为了钱，该组织还曾做了各种哗
众取宠的事。2016 年该组织就曾称，为了保护
宠物小精灵的权益，禁止在他们组织的洛杉矶
办公室范围内玩 Pokemon Go 游戏。
最终，旧金山法官表示，版权保护对动物
并不适用，不过，动物应该由此获益。皮塔和斯
莱特也达成协议，发布联合声明，称这个案子
意义重大，
“ 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前沿的、将法
律权利扩展到非人类的动物身上的问题。”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林容 编译报道

重型歼击机因其出色的性能和极高的研
制难度，被视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近年来，
我国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逐步形成了独
立自主的重型歼击机研发能力，通过阅兵式亮
相的歼 11、歼 15 和歼 16，也标志着我国的重型
歼击机走向了系列化发展的道路。
以歼 11 为基础改进而来的我国首款舰载
机歼 15，也已经成为中国海上力量新的形象代
表，2012 年，歼 15 首次成功着舰，到今天也已
经过去了五年，这五年来，它突破重重困难，挺
进远海大洋，
练就了全新的本领。
航空工业沈阳所总体气动部部长王奇涛：
歼
15成功着舰之后，
我们设计团队面临的最大难点
就是非正常条件下的着舰。
比如最大重量的起飞，
最大着舰重量的着舰，
非对称外挂的降落，
夜间的
航行。
我们通过精确的计算模拟，
设计出最合理的
操作策略，
和飞行员一起，
把风险降到最低。
而在建军九十周年的阅兵式上，全新研制
的歼 16 战机作为中国重型歼击机的新成员也
以战斗姿态首次亮相，它拥有强大的雷达和航
电设备，看得远，又能使用国产的精确制导武
器，打得准，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能够
独立研制双发重型多用途歼击机的第三个国
家。歼 11、歼 15、歼 16 这三个长相相似却又更
有本领的空中兄弟，正在担负起中国海空力量
的主力。
（央视新闻）

看上去更光洁的部件，
采用 3D 打印制造

歼 11B 机腹下方挂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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