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期末考试陆续结束。不少
学校为了奖励孩子，都准备了奖状、
贺卡等礼品。

1 月 10 日，四川攀枝花市二小
三年级二班举行“颁奖典礼”，老师
给每个孩子都准备了一份神秘礼
物。五花肉、排骨、萝卜、青笋、西兰
花、大白菜、苹果……当孩子们抽到
礼物后，所有人都乐了，孩子们和家
长都称这是“最实在奖励”。

班主任胡燕介绍，为了给孩子们
一份惊喜，她提前思考并准备了这个
有趣的抽奖活动，奖品主要准备了肉
类、蔬菜、水果、零食等。由于奖品比
较多且比较重，有两个热心家长主动
帮忙采购，“一共花了300多元，是我
自费的。我想让孩子们在抽奖过程
中，体会到班级的温暖和老师们的关
爱”。胡燕告诉记者，班上有44个孩
子，她为每个孩子都准备了礼物。

“当天，3 个孩子一组上台抽
奖。”第一组上台的孩子，抽到了 3
棵大白菜。顿时所有孩子都沸腾了，
有孩子惊呼：“胡老师，你把教室都
变成菜市场了。”

孩子们抽到礼物后，高兴得不
得了，特别是一个女孩抽到五花肉
后，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有点懵，而
旁边两个男孩马上投来羡慕的目
光，台下的同学们笑疯了。

放学后，孩子们将礼物拿回家，
家长们都称这礼物很“实在”、很有

“年味儿”，有的直接做成菜一起吃
了；有的孩子舍不得吃，装起来，放
在冰箱里保存。

每年新年到来之际，胡燕都会
给班上的孩子准备礼物，一、二年级
是手写的贺卡、书签等。“今后每年
新年，我都会去思考一些有趣的活
动。我常常给孩子们说，你们永远猜
不到胡老师会给你们什么样的惊
喜。一直以来，我都告诉孩子们，无
论何时，都要保持心中有爱，眼中有
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受访者供图

1 月 13 日上午，备受关注的
“青花椒”案二审宣判，曾在一审
中败诉的成都“温江五阿婆青花
椒鱼火锅店”在二审中胜诉。

经公开审理，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温江五阿
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对于“青花
椒”字样的使用是正当使用，不
构成商标侵权，撤销原审判决，
驳回上海万翠堂餐饮一方的全
部诉讼请求。

此前，成都邹先生经营的“温
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被上
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起诉
侵犯其“青花椒”商标权索赔5万
元。一审，邹先生败诉被判赔3万
元，后他不服上诉。

除邹先生以外，由于四川多
地多家“青花椒”餐饮店均被上
海万翠堂起诉侵权，上海万翠堂
被指存恶意滥诉一度引发舆论
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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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椒”案成都商家二审获胜
为何改判？四川高院这样解读

“青花椒”案二审为何改判？四
川高院解读了详细理由。法院审理
认为：

一、依法注册的商标受法律保
护。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系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涉案注
册商标均在有效期内，上海万翠堂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合法权利应
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他
人不得非法使用。

二、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
围与其显著性相一致。商标的作用
在于识别商品和服务的来源，故应
当具有显著性。《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
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
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业交
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
传、展览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
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通常，商标显著性与商标识别
功能呈正相关，显著性越强的商
标，其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
就高，相关公众对来源混淆的可能
性就大，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围相
对较大；反之，显著性相对较弱的
商标，其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
用较低，相关公众由此产生混淆的
可能性就小，商标专用权的保护范
围相对较小。

青花椒系一种植物果实以及
由此制成的调味料的名称，在川渝
地区种植历史悠久，以其作为川菜
的调味料已广为人知，成为川菜不
可或缺的元素和川菜风味的独特
印记。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将“青花椒”申请注册在第43类
服务上，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的显著
性，能够起到区分服务来源的作
用。但由于餐饮服务和菜品调料之

间的天然联系，使得服务商标标识
和有青花椒字样的特色菜品在辨
识上界限微妙、相互混同，极大地
降低了其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几乎
难以起到通过商标来识别服务来
源的作用。

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在其官网宣传推广中使用的“青花
椒砂锅鱼&招牌青花椒味”，其实也
是强调“青花椒”是其菜品的口味和
特点，其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也不
能证明涉案注册商标经过使用已经
取得了较高的辨识度，与作为调味
料的“青花椒”可以泾渭分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
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注册商标中
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
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
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
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
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
当使用。涉案注册商标取得授权

后，其弱显著性特点决定了其保护
范围不宜过宽，否则会妨碍其他市
场主体的正当使用，影响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三、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
店对“青花椒”字样的使用系正当使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
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
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的，或者在
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的涉案注册商标分别是竖行排
列的“青花椒”文字，以及由“青花
椒”文字加图案构成。温江五阿婆
青花椒鱼火锅店店招上的标识为

“邹鱼匠青花椒鱼火锅”，虽然店招
上含有的“青花椒”标识与上海万
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涉案注
册商标中含有的“青花椒”文字以

及呼叫相同，但五阿婆青花椒鱼火
锅店在“青花椒”字样前面附加自
己的注册商标“邹鱼匠”标识，后面
带有“鱼火锅”三个字，“青花椒”与

“鱼火锅”在字体、字号、色彩、高
度、字间距等方面均保持一致，没
有单独突出使用，而是与“邹鱼匠”

“鱼火锅”共同使用，与上海万翠堂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涉案注册商
标存在明显差异。

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
在店招上使用“邹鱼匠青花椒鱼火
锅”，“青花椒”作为鱼火锅的重要
调味料，使用在“鱼火锅”之前，完
整而清晰地向公众表达了其向消
费者提供的招牌菜是青花椒鱼火
锅，该标识中包含的“青花椒”是对
其提供的特色菜品鱼火锅中含有
青花椒调味料的客观描述，并非商
标性使用。

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
通过注册“邹鱼匠”商标经营青花
椒味的火锅，没有攀附涉案注册商
标的意图，不会导致相关公众产生
误认和混淆，其使用行为不构成侵
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将特色菜品名称标注在店招
上是餐饮行业的惯常做法，特别是
在川渝地区以川菜为特色的众多
餐馆经营中，无论是店招还是菜单
上使用“青花椒”字样，相关公众都
习惯将其含义理解为含有青花椒
调味料的特色菜品。

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餐饮行业经营者，注册和使
用商标都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对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就

“青花椒”字样的正当使用和诚实
经营，其无权干预和禁止。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章玲

当年轻人爱上缝缝补补
一件旧衣服便“再生”了

走过热闹的太古里，依次路
过卖牛肉饼、钵钵鸡和冒菜的
店，最后，在一个老旧院落门口
右转，一路走到底，一楼，就是
“不只是古着”服装店。

2021 年 6 月，“不只是古
着”开了第二家店，距离第一家
店步行距离不超过10分钟。

古着，单纯看字面意思，为
“古代着装”，是指在二手市场淘
来的真正有年代感的而现在已
经不生产的衣服。“古着”这个
词，最早是由日本流行而来。“不
只是古着”就像它的店名一样，
和传统意义的古着并不完全相
同，3个合伙人——“90后”姑娘
刘莹、雯子和索索，更愿意把它
们称之为“remake”，即重塑。她
们把淘回来的衣服重新改造，让
衣服有了全然不同的个性。

当年轻人爱上“旧衣服”，爱
上“缝缝补补”，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呢？

三个90后，开起了一家服装改造店

刘莹和发小雯子
是山西人。2018年，刘
莹从四川传媒学院毕

业后，留在了成都，从事影视传
媒工作。学服装设计的雯子，则
到了杭州，做服装设计工作。

一开始，是喜欢穿搭的刘莹
和“专业选手”雯子改自己的旧
衣服穿。“穿腻了、穿旧了，就动
手改造一下，改成‘新’的来穿。”
刘莹说，当时她会把衣服寄到杭
州，改好了再寄回来。

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棕色卫
衣，前襟沾上了油点子，洗不掉
了。雯子把衣服的后摆剪下来，和
有污渍的前襟做了个“对调”，这
样简单的改变，效果却意外的好，

“挺多人都觉得很特别、很好看”。
刘莹也有一件非常正式的

西装，穿的场合并不多，雯子拿
到手后，拼上当下流行的欧根纱
后，焕然一新，让不少朋友问起
是从哪里买的。

2018 年 国 庆 刘 莹 到 杭 州
玩，半开玩笑地和雯子说，要不
一起在成都开个工作室吧！

雯子本身就是学服装设计

的，在一家服装品牌工作，学会
了蓝染、蜡染、手绣等传统技艺，
正好可以用在衣服的改造上。

2019 年 11 月，雯子和同事
索索一起辞职，来到了成都，在
租住的房间里开了一个简单的
工作室。

那时候，成都的“古着”店很
少，像刘莹、雯子她们这种以“古
着”为基础，有更多自我创作的
改造元素店就更少了。

在工作室开办后一年的时
间里，除了有本职工作的刘莹，
雯子和索索几乎没有收入，工作
室的收益基本只能与房租、材
料、饰料等支出持平。“那时候成
都有很多文创市集，我们就去摆
摊。”刘莹说。慢慢地，积累了一
些喜欢古着、喜欢改造衣服的爱
好者。

在开工作室之前，刘莹和雯
子开了家淘宝店，做歌迷的“应
援”文化衫定制。开了工作室后，
淘宝店的主要功能是“广告效
益”，比如一件改造好的衣服挂
到店里，就会更多地受到关注，
吸引古着爱好者。

改造赋予旧衣可再生的美学

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人的衣服更
新换代不是因为破

了、旧了，而是因为“不流行”
“不好看”了。这时，刘莹她们就
把这些衣服拿来“重塑”，加入
自己的改造，让衣服的生命得
到延长。

比如，一位客人的一条牛仔
裤小了，但又特别喜欢，不想扔。
可是，裤子大了要改小容易，小了
要改大却很难。雯子和索索干脆

“反其道而行之”，把裤子裁剪开，
两条裤腿变成袖子，改成了一件
性感的披肩上衣，裤腰还是“腰”，
只不过调了个个儿，倒一点也没
有违和感。另外，巴宝莉的外套改
成帽子，绿色的AJ鞋喷上黑色再
贴上编织技法独特的古布，立马
就是截然不同的风格。

把两件不同风格的衣服拼
接成一件新的，在严肃高冷的
西装上拼接上蕾丝、欧根纱，或
者纯手工绣上繁复的花纹，或
者在一条牛仔裤上用丙烯颜料

画出风格独特的绘画。
以前，打“补丁”是为了遮

盖破洞，现在，传统技法编织的
古布，赋予了“补丁”更多装饰
和风格。

“不只是古着”店的顾客多
是90后、00后，有大学生、高中
生、甚至初中生，他们喜欢与众
不同，喜欢创造和灵感。除了店
里本身改造的古着，也有许多
人带着自己的旧衣请她们改
造，或者在店里自己动手，免费
使用工具。“有的也通过微信沟
通，我们也是免费指导的。”刘
莹说。

“（改造）是好看，独一无
二，但成本太高，费时费力。”刘
莹说，像重工刺绣，即使是熟练
如雯子、索索，也少则三五天，
最复杂的一件，绣了 20 多天。

“但，改造不仅仅是赋予一件旧
衣新生，重塑取代丢弃，这是可
再生的美学。”刘莹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
素 实习生 廖炳华 摄影报道

“最实在的奖励”
期末颁奖典礼，老师自费买五花

肉、排骨、大白菜奖励孩子们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013
期开奖结果：086，直选：5316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16782注，每
注奖金173元。（43781898.8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013
期开奖结果：08651，一等奖33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34495121.5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3
月14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22013期开奖结果：52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2022006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03 06 09 15
22 31 蓝色球号码：02（以上信
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 资料图片

刺绣重工玩偶

裤子改成上衣

抽奖现场

1 月 13 日下午，在四川大学华
西天府医院附近的地铁站路口，一
名男子突然倒地，幸好有医护人员
路过，判断其为心跳呼吸骤停，立即
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13 日 15 时 45 分，华西天府医
院门诊医技大楼外，护士郭薇发现
不远处的地铁口路边，有人倒地，她
立即冲上前去查看情况。

“医生，我同事情况不好了，赶
紧救救他！”倒地男子身边有人这样
说道。与此同时，刚完成例会学习的
医师赖世超等医护人员路过，听到
呼救后，也冲了过去。他们发现患者
意识障碍，口唇紫绀，大动脉搏动消
失，于是判断其为心跳呼吸骤停。医
护人员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呼叫
了“院内急救团队”。

接到呼叫后，医院的蒲卓文、杨
梦雨、杨清秀等医务人员立即赶到
现场，分工有序，为患者补充液体、
气管插管等。门诊医护团队也同时
赶到，大家轮流为其进行心肺复苏。

经抢救，目前患者已恢复心跳，
正在进一步救治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廖炳华

医院旁边地铁口，
一男子心跳骤停！

医护人员上演“生死时速”

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