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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触目惊心
世卫组织称世卫组织称，，过去一周过去一周，，全全

球近球近2828%%的新增病例来自印度的新增病例来自印度，，
““印度已然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印度已然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的流行中心情的流行中心”；”；美国媒体统计美国媒体统计，，
过去过去22个月个月，，印度单日新增病例印度单日新增病例
数暴涨数暴涨2020倍倍，，单日死亡病例暴增单日死亡病例暴增
1717倍倍；；美国密歇根大学专家推美国密歇根大学专家推
算算，“，“印度真实死亡人数印度真实死亡人数，，是已公是已公
开死亡人数的开死亡人数的22至至55倍倍”。”。

画面·惨不忍睹
由于排队等待火化的遗体由于排队等待火化的遗体

过多过多，，印度不少逝者亲属开始自印度不少逝者亲属开始自
行焚烧亲人遗体行焚烧亲人遗体；；公园公园、、街边街边、、恒恒
河畔河畔，，到处都是焚烧遗体的火堆到处都是焚烧遗体的火堆
和埋尸的坑位和埋尸的坑位；；更有甚者更有甚者，，由于由于
连续运作时间过长连续运作时间过长，，印度苏拉特印度苏拉特
一家火葬场焚化炉的金属零件一家火葬场焚化炉的金属零件
竟被烤化竟被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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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丽热巴、肖战、王凯、赵丽颖……500多
名艺人以及逾70家影视传媒单位发声，矛头
直指网络短视频侵权。

4月23日，上述影视传媒单位和艺人发布联
合倡议书。倡议书提出：在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
日前夕，针对当前网上短视频侵权现象发布具
体的维权行动建议和指南，倡导短视频平台积
极参与版权内容合规治理，即日起清理未经授
权的切条、搬运、速看和合辑等影视作品内容。

520余名艺人参与倡议

这是近期影视业对短视频侵权现象的
第二次猛烈“开炮”。4月9日，50余家影视公
司、五大长视频平台及影视行业协会发出联
合声明，呼吁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
营者尊重原创、保护版权，未经授权不得对
相关影视作品实施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
侵权行为。

在4月9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本次发布
的倡议书就反对短视频侵权现象提出了具体
的维权建议和行动指南。倡议书提出：倡导短
视频平台积极参与版权内容合规治理，即日
起清理未经授权的切条、搬运、速看和合辑等
影视作品内容；倡导短视频平台推进版权内
容合规管理，即日起通过关键词、视频指纹对

比等技术手段防止未经授权的切条、搬运、速
看和合辑等影视作品内容的上传……

记者注意到，除了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70余家影视传媒单
位外，赵丽颖、肖战、迪丽热巴等520余名艺人也
参与了此次倡议行动。

抖音、快手等暂无回应

记者联系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简称B
站）等几家公司，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各家
平台也无公开回应。

某影视文化传媒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影视剧内容二次剪辑创作是B站、抖音等平台吸
粉带流量的主要方式之一。有些优秀的影视剧
内容二次创作确实可以为作品增添关注度，也
能帮助一些相对冷门或者宣发不足的剧集做二
次推广，但这些行为都必须建立在获得合法版
权的基础之上，否则都是对影视剧版权的侵犯。

某知名艺人的经纪人告诉记者，利用粉
丝追星、电视剧热度，发布大量未经公开的明
星拍摄现场路透，不仅干扰了影视剧拍摄以
及正常宣发推广，同时也是对影视剧待播内
容的泄露。有些剧还没开播，网上经常有打着
某艺人拍摄路透的旗号，播出售卖偷拍影视
剧的视频内容，行业受此困扰已久。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24日发表声明，将百余
年前奥斯曼帝国境内大批亚美尼亚人遭杀害的惨
案称为种族灭绝。这一表态受到亚美尼亚和定居美
国的亚美尼亚裔人士的欢迎，而土耳其方面对此表
达“最强烈的谴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境内大批亚
美尼亚人遭杀害。亚美尼亚认为遇害人数多达150
万人，是“大屠杀事件”，将每年4月24日定为“大屠
杀”纪念日；土方认为那些亚美尼亚人死于内战，死
亡人数被夸大。

拜登24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人民缅怀所有从
106年前的今天开始、在种族灭绝中逝去的亚美尼
亚人……我们确认这段历史，不是为了作出指责，
只为确保曾经发生的事不被重演。”亚美尼亚总理
尼科尔·帕希尼扬致信拜登，称赞他的表态具有重
要意义。

土耳其外交部则发表声明说：“我们以最强烈
的形式反对和谴责美国总统关于1915年事件的声
明。”土方说，美方这一声明是在激进的亚美尼亚裔
社群和反土团体的压力下作出的。土耳其外交部长
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在推特上说，土方“完全反
对”拜登声明。

美国驻土耳其使领馆发布警报说，为预防可能
发生的示威活动，26日至27日将临时闭馆，暂停向
公众提供常规服务。

土耳其是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此
前几十年里，数任美国总统很少就亚美尼亚惨案过
多表态。按美联社说法，美方此前态度最“张扬”的
一次，是1981年“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当天，时任总
统罗纳德·里根出席一场活动时使用了“针对亚美
尼亚人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说法。 据新华社

印度尼西亚国民军司令哈迪·贾詹托25日下午
在巴厘岛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基于搜救发现的证
物，21日失联沉没潜艇上的53名官兵已遇难。

哈迪说，已竭尽全力搜救失事潜艇，在搜救中
使用声纳进行精确扫描，并派出水下机器人以增强
影像效果。目前确认的影像显示，已在巴厘岛附近
海域880米深的海底发现断成三截的失事潜艇，并
已通过垂直舵和锚加以确认。

哈迪代表印尼国民军全体官兵向潜艇遇难者
表达最沉痛的哀悼，愿死难者安息。 据新华社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
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记者在25日下午的教育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通知》强调要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要求小学一
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
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不超过90
分钟。

同时，《通知》明确提出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
改，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
长批改作业，让作业回归到学校育人环节中来。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目前，个
别地方和学校仍存在作业功能异化、数量过多、质
量不高、育人功能发挥不够等问题。《通知》针对上
述问题，立足于切实发挥好作业的育人功能和减轻
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提出要求。 据新华网

2021全国打非专项行动跨部门跨省联合执法
打响“第一枪”。有校区校歌和毕业证书、全国分布
70家分支机构、自称是文化部传统文化高端教育学
府的“中国国学院大学”及其分支机构被民政部、公
安部联合取缔。4月24日，该消息登上微博热搜。

1月28日，北京市民政局接民政部移送“中国国
学院大学”涉嫌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
名义进行活动的线索后，立即立案调查。

“中国国学院大学”对外宣称系中国文化部传
统文化高端教育学府，被纳入联合国全球和谐联
盟、世界和谐基金会，是培养向世界各国输送和谐
大使、文化干部的高级院校，不仅有校区，还有校
歌、毕业证书等。

为查清“中国国学院大学”的来龙去脉，北京市
民政局执法人员在民政部、公安部的协调下，联合
海南省民政厅、云南省民政厅、广州市民政局、北京
市海淀区西北旺派出所、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浙
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预审大队、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看守所等部门，跨省跨区域对“中国国学院大学”展
开全面追踪调查。

经查，“中国国学院大学”未在相关部门注册登
记，伪造国家部委公文及登记证书，私刻印章，发布
带有“中国国学院大学”的红头文件，以“中国国学
院大学”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多次举办活动，并通过
设立分支、举办揭牌仪式、颁奖等方式收取费用。

此外，“中国国学院大学”在北京、天津、广东广
州、广东深圳、山东青州、湖南长沙等多个省市设立

“中国国学院大学传承文化研究院”、“中国国学院
大学齐鲁学院”、“中国国学院大学岭南文化研究
院”等分支机构70家。同时，举办授牌仪式、捐赠仪
式、颁奖等多项活动，仅2019年1月19日至20日在北
京市怀柔区某酒店举办的“校庆暨年会”活动就有
200余人参加。

“中国国学院大学”被认定为一个典型的非法
社会组织。其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
义进行活动的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政部提醒，社会公众在参
加相关社会组织的活动时，可登录中国社会组织
政务服务平台（https：//www.chinanpo.gov.cn/），通
过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查询页面进
行查验，获知其是否登记，或者关注“中国社会组织
动态”微信公众号，通过“我要查询”，也可查验其合
法性。 据南方都市报

教育部办公厅：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校区校歌齐全，分支机构70家

这所“大学”
为何被取缔?

拜登称亚美尼亚惨案为种族灭绝
遭土耳其强烈谴责

印尼军方确认
失事潜艇上53名官兵已遇难

赵丽颖、肖战、迪丽热巴……

500多名艺人声讨短视频侵权

针对此事，4月25日，中宣部版权
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在国务院新闻办
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近几年，
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
发展，我国的网络短视频也发展迅
猛。与此同时，短视频侵权盗版的问
题比较严重，广大权利人反映强烈，
引起社会关注，该局也高度重视。作
品未经许可不得传播使用，这是著作
权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
当然也适用于影视作品。

于慈珂说，“十三五”时期，中宣
部版权管理局连续开展打击网络侵
权盗版“剑网”专项行动，对包括影视
作品在内的相关领域进行专项治理。
早在2018年，该局就将网络短视频版
权专项整治纳入“剑网”专项重点任
务，严厉打击短视频侵权行为，着力
强化对短视频平台企业以及自媒体、
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的版权监管。几

年来，这项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
他表示，今年，中宣部版权管理局

将按照中央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
部署，积极回应广大权利人的呼声，支
持、保护广大权利人的合法诉求。

一是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
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
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
者未经授权复制、表演、传播他人影
视、音乐等作品的侵权行为。二是推
动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
运营企业全面履行主体责任，切实加
强版权制度建设，完善版权投诉处理
机制，有效履行违法犯罪线索报告和
配合调查义务。三是鼓励支持电影著
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依
法开展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发
挥好维护权利人合法权利、便利使用
人合法使用的纽带作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综合中国证券报

连续 4天，单日新增确诊超 30 万例

印度疫情骤然失控印度疫情骤然失控
痛心不已痛心不已!!

火葬场不够
民众露天焚烧亲人遗体

“我看到太多的人死在救护车上。医院
因为没有病床无法收治病人，并且他们已
经没有多余的药物和氧气了。”居住在德里
的维米尔·卡普尔说，当他把母亲的遗体运
到火葬场时，发现火葬场已经不堪重负。不
仅如此，火葬场木柴的价格上涨了三倍，等
待火化的时间从15分钟-20分钟增加到五
六个小时。“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无论你去哪里，满眼尽是救护车和尸体。”
维米尔·卡普尔说。

据报道，由于疫情不断恶化，印度新冠
肺炎死亡病例数量急剧增长，很多遗体“排
队等待火化”。一些逝者家属因排队要等上
12个小时，不得不自行焚烧亲人的遗体。在
公园里、大街边、恒河河畔等，到处都是焚
烧尸体的火堆和埋尸的坑位。

路透社认为，印度宣称“第二波疫情比
第一波更具有杀伤力”，但现实可能是“第
一波疫情一直没有离开”，而且更棘手的问
题在于：印度没钱了。报道提到，印度不少
家庭已经在疫情期间耗光了积蓄，但是各
级政府的拨款十分有限。印度央行一位负责
人指出，大部分货币和财政空间已经耗尽。

氧气将耗尽
印度医院请求政府“补氧”

在德里的医院里，两个病人共用一张
病床已经屡见不鲜。甚至这已经算是比较
幸运的，至少他们住进了医院。在德里的街
道上，不时能看到躺在私家车里吸氧的病
人，而在医院的走廊里，躺在地上等候医治
的病人更是随处可见。

上周早些时候，22岁的学生夏尔玛开
车送他病危的父亲（新冠病毒感染者）去德
里的一家医院，但是没有床位和氧气，他们
被迫在外面等待。“那里什么也没有提供，
父亲死在了我的面前，躺在我的手臂里。”夏

尔玛告诉CNN。夏尔玛回家后发现母亲也
被感染了，呼吸困难。他从黑市买了一个氧
气瓶，给她戴上氧气面罩。夏尔玛开车将母
亲从一家医院送到另一家医院，连续好几天
时间都在找医院，最后终于在100公里外给
母亲找到了一张病床。

新德里规模较大的巴特拉医院执行理
事苏丹舒·班卡塔告诉新德里电视台：“每家
医院氧气都快耗尽。”据《印度快报》报道，位
于新德里的斋浦尔·戈尔登医院内，由于重
症监护室“氧气压力低”，一夜之间至少20名
新冠病患死亡。院长巴卢贾说，23日夜间氧
气供应延迟7到8小时，医院当晚获得的氧气
供应量仅为需求量的40%。印度医院正借助
社交媒体请求政府“补氧”。

印度总理称
再次与病毒展开激烈战斗

随着印度陷入更深的危机当中，许多
印度国民开始把愤怒的矛头对准了政府领
导人——他们认为，“形势如此严峻，领导
人在哪里？”印度地方当局，包括重灾区马
哈拉施特拉邦的官员们，自今年2月份以来
一直在对第二波疫情发出警告，并准备采
取行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中央
政府内部似乎出现了领导层真空，直到最
近几周，印度总理莫迪对此基本保持沉默。

莫迪在整个4月份的断断续续声明中讨
论了全国的疫苗接种工作，并承认感染者人
数正在“令人震惊”地上升。但除了命令各州
加强检测和跟踪，并要求公众保持警惕外，他
迟迟没有采取任何遏制措施。4月8日，莫迪的
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面临挑
战，但我们有更好的经验、资源，还有疫苗。”

直到4月20日深夜，莫迪才在面向全国
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了目前疫情形势的紧迫
性，并提出了新的措施。他说：“这个国家再
次与新冠病毒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
斗。”但此时，印度已经成为全球单日新增
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印度疫情为何骤然失控？复
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林民旺教
授告诉记者，这可能有多重原因，
包括印度近期大规模宗教集会、
病毒毒株突变、疫苗接种进度不
达预期等。

先说节日聚集。从3月末以
来，印度当地先后迎来“洒红节”
和“大壶节”，前者是印度传统新
年，后者又称“圣水沐浴节”，是世
界上最大的印度教集会。大壶节
庆祝高潮时，短短3天，就有数百
万印度教信徒在恒河祈祷沐浴；
仅4月12日一天，就有94.3万人下
水沐浴。一位节庆组织者表示，

“恒河母亲会将我们从大流行病
中拯救出来”。

但事实上，4月19日-20日，仅
“圣城”哈里德瓦，就在活动参与
者中随机检测出近2000例病例；
本月初有外媒称，30天内可能将
有1.5亿印度人参加大壶节，恐引
发“超级传播”。

再说病毒突变。据公共卫生
专家分析，印度本轮疫情反弹，或
与名为B.1.617的双重变异病毒相
关。这种病毒同时带有E484Q、
L452R两种关键突变，病毒传染性
更强，并降低现有疫苗的效力。近
两个月在印度新冠确诊者中，感染
变异病毒的患者比例已达24%（半
个月前，美国也发现了这种病毒）。

疫苗接种方面，印度卫生部
门数据显示，目前印度只接种了
1.32亿剂疫苗，该国近14亿人口，
接种率不足10%。同时，印度使用
的两款疫苗均库存不足，接种点
的疫苗存量仅能维持1到2天。随
着确诊病例数屡创新高，印度国
内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对莫迪政府
的批评越来越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天
综合新华社、侠客岛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
加大打击力度 整治侵权行为

解局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6个星期前，印度卫生部长宣布，印

度正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末日边缘”。自4月16日开始，印度成为了新冠疫
情暴发以来全球单日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

目前情况有多严重？据路透社称，连续4天，印度单日新冠确诊病例新增超
30万，一再刷新全球纪录；截至当地时间4月25日8时，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已逾
1696万，累计死亡病例超19万。“印度的新冠疫情已经‘全面失控’！”作为全球
人口第二大国家，印度媒体为何对本国疫情发展发出如此绝望的呼喊？ 3重原因致疫情失控

宗教集会
病毒突变
疫苗不足

当地时间4月23日，印度新德里，工作人员在露天火化新冠死者遗体

一名新冠患者在车内吸氧

由于疫情恶化，印度多地
报告医用氧气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