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卫新观察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 公益热线 —

长沙娭毑自创家庭标识———

“户旗”飘飘扬家风
本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谢昌友 唐珺

什么是户旗？
“国有国旗，反映国家特色、民族精神。千

万个家组成国家，家旗（户旗）代表家庭的精神
面貌。”今天，长沙市天心区11个“最美家庭”出
炉，裕南街道东电社区的马翊乐家庭“幸福户
旗”的故事感染了现场近百名群众。

马翊乐今年74岁，退休前是印刷厂的包装
设计师。生长在长沙县贫苦农村家庭的她对旗
帜有特殊的感情。“每次看到国旗升起，就想起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坚定了要努力
向上的决心。”她说。

1988年，眼见国家越来越富强，百姓生活
越来越好，马翊乐想着“生活富裕的同时，家人
要更和睦团结”。 为了使家庭能够在精神上有
所寄托，她决定设计一面“户旗”。

经过两三个月的酝酿， 反复征求家人意
见，长110厘米、宽85厘米的精神旗帜诞生了。
沉静的蓝色旗面寓意处事平和； 红色的字母X
代表父子徐卫东、徐谞谛，经过艺术变形为一
匹奔腾的马，暗指母亲马翊乐；马翊乐酷爱画
画，黄色的调色盘围绕字母X，绘制光明快乐的
生活。

从此， 户旗融入了马翊乐家的点点滴滴。
大门印着户旗图案，出行举着户旗，胸前别着
户旗徽章，身上挎着户旗背包，甚至还有户旗
连衣裙和唐装。

“一面简单的旗帜，却有神奇的力量，能鼓
励你。”马翊乐的儿子徐谞谛说，自己每次看到
户旗，都觉得很神圣，更加积极地面对人生。他
的女儿从小听话懂事，现在读高二，年年都是
三好学生，“她小时候总是摸着户旗问东问西，
会骄傲地对同学说起。”

许多居民都觉得户旗好，纷纷请马翊乐设
计户旗。长沙电业局工程师柏克寒攻坚克难取
得多项成果，获评全国劳动模范。他的妻子名
字中有个梅字。马翊乐以电路图和梅花为主要
元素设计户旗，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

“美满家庭增标识，幸福乐园有象征。”马
翊乐说，希望这面精神的旗帜能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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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宇芬 左丹

未经授权放电影， 电视台成被告；
在网店里卖冒牌货，老板要赔钱；用欺
诈手段签订特许经营合同， 竹篮打水
一场空……

市场竞争越激烈， 对知识产权的争
夺战也越激烈。4月下旬，省知识产权协
调领导小组公布了2013年湖南省知识
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涉及专利权、商
标权、著作权三种类型。其中两个案件的
被告人因触犯刑法而受到了刑罚。

透过这些诉讼，记者发现，企事业
单位和个人的知识产权维权意识越来
越强，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也越来
越大。

侵犯商标权花样多
此次公布的10个案件中， 涉及商标

权纠纷的有7个，其中不乏美的、五粮液、
梦特娇等大家熟悉的品牌。 侵权手段呈
现多样化的态势，保护之手也在伸长。

近年来，网店购物已成时尚。但是，

部分网店经营者借助网上交易较为隐蔽
以及侵权证据不易获得的特点，通过“傍
名牌”、“搭便车”非法牟利，损害了消费
者的利益。在金利来（中国）有限公司诉
尹宜波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
被告在淘宝网店销售的产品上使用的多
个标识与原告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相
似， 判决立即删除其名下网络店铺中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网页、 侵权产品图
片及文字说明，并赔偿金利来（中国）有
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25000元。

以商标为纽带的特许经营商业模式
近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 但特许经营合
同欺诈案件也在逐步增多。 如何维护合
法、诚信经营主体的利益？在黄勇、余沙
等诉广州市海珠区布布为盈服装厂、王
宏、卫小英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系列案中，
法院认为， 布布为盈服装厂在特许经营
活动中进行虚假宣传， 又用欺诈手段推
销以旧充新及违规贴牌的货物， 造成黄
勇等人财产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
宏明知布布为盈服装厂没有相应生产能
力， 仍积极与布布为盈服装厂提供贴牌
服装给黄勇等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两个曾同名的药房， 因为招牌的书
写产生了纠纷。到底谁对谁错？在老百姓
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诉徐超侵犯商
标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老百姓公司所

享有的“老百姓”商标已被认定为驰名商
标，拥有较高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徐超在
其企业字号中突出使用“老百姓”字样的
行为， 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二者具有
许可使用、关联企业等特定联系，徐超的
行为已构成对上诉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侵害。 据此判决徐超在其店面招牌上立
即停止突出使用“老百姓”字样，并赔偿
经济损失。

电视台切莫淡看著作权
曾经因为对中国的盗版现象不满，

马尔克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0年后，
才同意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中国正式
出版。这是一段让国人警醒的历史。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件中， 有关著作
权的案件非常具有心灵冲击力。 因为未
经授权放映电影， 电视台被送上被告席
并输了官司。 法院依法保护著作权人合
法利益、 净化影视作品创作环境的决心
可见一斑。

原告国家电影频道经授权取得了电
影《人在囧途》在2010年9月1日至2060
年12月31日期间全球范围内的广播权，
被告湖南电视台潇湘电影频道在未经原
告授权或许可， 且未支付任何报酬的情
况下，擅自于2012年9月15日播放了《人
在囧途》， 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

据此， 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停止播放电影
作品《人在囧途》并赔偿经济损失。

抢占市场加剧专利权纠纷
在主要以技术为支撑的企业中，专

利权就是战胜对手的独门武器， 容不得
别人有。小企业也好，大企业也罢，遇到
纠纷都要争个结果。

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是国内两大通
信设备提供商，双方为争夺市场份额在国
内发起了多起专利侵权诉讼。此次公布的
案例中，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诉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了“一种实现链型组
网E1传输旁路的装置”发明专利权。经过
技术比对，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
特征与专利相比，缺少“链型组网”这一技
术特征，未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驳回
了华为公司的诉讼请求。

因为不服行政部门的专利侵权处
理决定，株洲意博克机电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将长沙市知识产权局告上了法庭。
法院认为，被告认定的被诉侵权产品落
入了科伟公司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证据
充分，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符合法定程序，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责令意博克公司立即
停止生产、销售涉及侵犯专利权的产品
的行为。

知识产权,你保护好了吗 “铁公鸡”马文斌

5月13日，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街道的社区医疗小分队，来到失独困难居民赵晓春老人家巡诊。该街道聘请专
业人员组成医疗小分队，为居民提供专业、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到目前，已经连续5年为200多户空巢、失独、残障
或困难家庭提供了服务。 本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黄蔚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五月的和风，给病中的刘圆圆
带来了丝丝红润， 她一边飞针走
线，一边说着理想：“我想早日回到
我的母校上梅中学。我希望把我的
十字绣全卖出去，帮助爸爸妈妈给
我筹足换肾的钱。”16岁的女孩刘
圆圆家在新化西部大山深处的天
门乡凉风村，因患尿毒症而辍学在
家两年多了。

花季少女突发恶病
8岁妹妹主动要求捐肾

2011寒假， 刘圆圆一回到家
里， 就拿出通知书向爸爸妈妈报
喜。她爸爸叫刘仁新，妈妈叫杨白
桃，她还有个妹妹叫刘洋。她爸妈
的最大希望就是两姊妹读好书。她
在新化县奉家镇读小学,2010年小
学毕业，爸爸送她参加上梅中学初
中直升班招生考试，她被录取。

2012年春节后，她在家得了重
感冒。吃了几天感冒药后，突然觉
得两眼昏花，什么东西都变得模糊
不清。经湘雅医院诊断，她患上紫
癜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肾性
贫血、肾性高血压、尿毒症心肌病、

心功能不全。
爸爸带她去办了休学手续。上

梅中学团支部开展了献爱心活动，
给她捐款2万多元。

回忆起拒绝继续治疗的情境，
圆圆笑了。继而，她挺认真地说：“那
是前年的事。 我已经两次去了湘雅
医院，又去娄底进行了透析手术，花
费了十几万元，除去医保报销，家里
8万多元积蓄全花光了。医生说最终
要换肾才能好的。肾在哪里？爸爸妈
妈能否弄到换肾的钱？ 我不忍心再
加重爸爸妈妈的负担。”

圆圆拒绝治疗， 爸爸别无选
择，只好让圆圆在家透析。8岁的刘
洋突然懂事了，每天放学回来就陪
着姐姐。一晚，刘洋紧紧搂着圆圆，
深情地说：“姐姐，你不能死，你死
了，我就不活了！我给你一个肾，我
们一起活，好吗？”妹妹让她重新燃
起生命的火种。

一边养病一边劳动
坚信会有美好人生

白天，圆圆提起竹篮，走进菜
园摘菜，或外出扯猪草。

圆圆说：“常感觉累，但一劳动
就忘记了痛苦，心中升起活命的希
望。特别是，我的坚持劳动，让我的

一家人都看到了美好的希望，爸爸
妈妈的劳动积极性更高。”

圆圆打算接受妹妹的一个肾，
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春节
后，她开始绣花，选择了十字绣。她
说：“妹妹答应给我第二次生命，我
不能坐享其成，得自食其力。因此，
我重新确定了人生目标，决定终生
绣花。 十字绣有图案， 能无师自
通。”她有细心也有耐心，绣得和原
图案一模一样。

现在的每一天， 圆圆是这样
度过的：每天7时前起床，外出锻
炼身体，早上8时、下午2时、晚上8
时，做3次透析。白天，做做家务，
剩下的时间都绣花。 她说：“我的
最大心愿是绣出几十幅十字绣
来，能换到钱，减轻爸爸妈妈的负
担。”

在离开学校后的两年多时间
里，圆圆再没有得到爱心人士的援
助。圆圆说：“我希望通过自己一家
人的努力，完成肾移植手术。因为，
我知道，如今患我这种病的人太多
了，他们更需要帮助。”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姐姐，我给你一个肾”

本报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帅兵 郭勇兰

这位皮肤黝黑的汉子，身材壮实，却心细如发；身为项目
一把手，“抠门”却是一流，背负“铁公鸡”盛名；为让百姓早日

“住有所居”，“宁愿自己掉一身肉，也要守时守信保证如期交
房。”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省劳动模范、中
建信和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文斌。

黑汉子敢打硬仗
低矮的棚户区，脏乱不堪的环境，拾荒为生的老人……

马文斌第一次前往岳阳市建湘小区项目所在地便彻底震惊
了———周围都是高楼大厦，这里却如此阴暗。他暗下决心，要
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好保障性住房。

拆迁，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为了做好解释工作，他一家家询问，一条条听意见，根据

诉求将拆迁对象分类，再一户户上门。磨破了嘴皮子，踏破了
鞋底子，还收到过许多威胁的电话、短信，甚至有人直接冲到
他办公室……充分安置，再行拆迁，整整打了一年硬仗，拆迁
工作终于完成。

施工建设是另一场战役。因为工程建设，他曾两次悄悄
拔掉针管，从医院赶到工地。

如今，马文斌拆迁的地方，早已崛起了漂亮的小高层。

“铁公鸡”号召大家一起“抠”
“铁公鸡”是认识马文斌的人背地里给他取的小名。
在马文斌看来， 省成本不能放过任何环节。“3200多元

一吨购进，等到要用的时候已经涨到4800多元每吨。”无论
是钢材还是铜线、混凝土，所有工程用料他都要一一把关，容
不得一丁点浪费。马文斌对“铁公鸡”的外号一点不在乎，反
而号召大家跟他一起“抠”，广征省钱金点子。采用铜包铝新
材料，单项成本节约30%；取消屋顶构架，节约15万元……

通过各种办法， 该项目最终节约建设成本200多万元，与
同类产品相比每平方米单价低800元。当年当地商品房售价达
到3600元每平方米时，建湘小区售价每平方米仅1800元左右。

赶速度、降成本，不减质量。在马文斌的严格管理和高标准
要求下，仅仅一年时间，项目提前一个月一次性通过质量验收，
还获评2012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劳动竞赛优秀项目”。

一直站在最前边领路
马文斌对工程质量要求近乎苛刻。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情是随时“抽考”，专业知识、规范标准、应变思维，都是考核
的范围。底下的员工们个个不敢怠慢，因为他一出现，随时要
抽考几个专业问题。

马文斌对待工作的专业、敬业，员工们在看，也在学。拆
迁期间，有一位项目负责人，为了工作遭遇不法分子偷袭，眼
睛被打肿，毫无怨言；一位年轻干部，因为马文斌的严格要求
曾痛哭流涕，最后在压力中突破自我，迅速得以成长……这
样的事情很多，但大家都没有退缩，反而愈战愈勇。员工们
说，那是因为马总一直站在最前边领路。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5月 15日

第 2014127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45 1000 645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836 160 133760

3 1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5月15日 第201405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630075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33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2 6152102
20 730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358
112835
1838369
9781242

131
4028
62407
330071

3000
200
10
5

05 11 29 300401 14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戴陈峰 李婵）今天
上午， 廖卫昌等4人故意伤害案二
审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

2013年12月27日，永兴县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廖卫昌、 袁城、 骆威
平、 夏际玉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11年、6年、4年、3年6个月。
四被告人不服， 向郴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2014年4月23日，郴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公开开庭

进行了审理。当日庭审结束后，审判
长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廖卫昌、
袁城、骆威平、夏际玉在行政执法过
程中， 遭被害人邓正加及其妻子黄
细细的阻拦和谩骂， 当被害人邓正
加用秤杆戳向廖卫昌时， 四上诉人
遂夺抢秤杆，并对被害人实施殴打，
四上诉人的伤害行为诱发了被害人
小脑与脑干桥延沟交汇处畸形血管
破裂致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而死
亡， 构成故意伤害罪。 在共同犯罪

中，廖卫昌、袁城系主犯；骆威平、夏
际玉系从犯， 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或
减轻处罚。案发后，四上诉人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系自首，对廖卫昌、袁城、骆威
平、夏际玉可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

经二审审查，原判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
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
合法。据此，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终审裁定： 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毒杀近千条农家狗
进行销售
11名被告人获刑

本报5月15日讯 （通讯员 高英明 贺春梅
记者 何淼玲）5月13日，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
宣判一起特大毒杀农家狗———加工储藏———出
售毒狗肉一条龙作业的团伙犯罪案件，以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皮刚、黄维胜、毛丽珍等
11名被告人（均系鼎城区农民）7年至1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35万元至3000元不等的罚
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初，皮刚邀约黄
维胜、毛丽珍夫妇，共同商议收购毒杀的农家
狗，销售后从中牟利。此后又邀约李圣国等8
名被告人，组成了成员相对固定的犯罪团伙，
并进行了具体的分工。2013年初至7月， 李圣
国等人在鼎城区部分乡村共毒杀了近千条农
家狗， 皮刚等人将其低价收购后加工冷冻储
藏， 并通过鼎城区畜牧水产局动物检疫站工
作人员何建平（另案处理）给该批毒狗肉办理
了《动物检疫合格证》，皮刚于2013年3月将部
分毒狗肉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销售给他人制
作冷冻毒狗肉， 其余毒狗肉冷冻储藏后待秋
冬旺季销售。

廖卫昌等4人故意伤害案二审宣判

“南车电机”产品
首次亮相上海国际电机展

本报5月15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剑飞 曹书为）
今天， 在上海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电机博览会暨发展
论坛上， 南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多款产品首次亮相， 包括
TQ-600高速动车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1140V/1000KW
矿用隔爆一体化装置、2.5MW高速永磁风力发电机、集成化
变频电机等。这些产品以位居世界前列的技术水平，受到客
商高度关注。 其中TQ-600高速动车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
代表未来中国高铁牵引动力发展方向。

据介绍，TQ-600高速动车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与现有
YQ-365高速动车组异步牵引电机相比， 单台电机功率由
365千瓦提高至600千瓦。采用新电机，以京沪高铁一列8节
编组列车每天往返一次计算， 一年可节电100多万千瓦时。
新电机还采用新型稀土永磁材料， 有效破解了永磁体失磁
的难题。今年10月，新电机将率先在沪昆线装车试运行。

此外，1140V/1000KW矿用隔爆一体化装置，是专为煤
矿等高危场所研制的，可替代进口产品，在井下多粉尘、高
湿度的恶劣环境中安全运行。2.5MW高速永磁风力发电机
则综合了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与双馈风力发电机的优势，
具有效率高、重量轻、维护量减少等优点，且低电压穿越性
能优越，在低风速、高海拔、沿海等地区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集成化变频电机也在技术前沿领域，获得了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