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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葡萄酒业知识产权第一案庭审交锋

!商标公报"成解百纳商标注册新证据

全球金融危机的暴风刮来 !虽
然目前没有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具体
的影响!但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还
是带来了不少压力" 如何让生活过
得节俭又不降低生活质量呢! 很多
年轻人开始效仿走俏英国的一种全
新生活方式#$$以租赁或交换的方
式暂时拥有一件物品! 并在不需要
的时候解除对它的所有权! 这就是
悄然兴起的%瞬时消费主义&"

!曲线"奢侈受
!

世代追捧

在全球金融危机'资源匮乏'物
价上涨的大背景下! 很多年轻人却
无法抑制时尚消费' 享受物质生活
的天性(然而收入不涨!生活的各项
支出却大幅度提高! 如何在这样经
济不景气的形势下既保证生活质
量! 又能在窘迫的环境中寻找新的
乐趣! 一些聪明人采取了一种新的
生活态度) %把有限的钱花到无限的
享受中去&!%不求一生拥有!只求曾
经享有&是%瞬时消费主义&者高呼
的口号!他们花着手里有限的钱!享
受着无限的租用乐趣" 在这些人看
来!%租&比%买&更合适的原因在于!

他们花最少的钱! 得到了一个最尽
兴的结果"享用是快乐的!省钱也是
快乐的*又享用又省钱!岂不是快乐

的最大化+看看租租网,淘宝网上的
出租店以及百度贴吧' 各论坛热点
讨论! 你就知道一种以体验生活方
式为主的 %瞬时消费& 时代已经来
临) 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方式!%瞬
时消费主义& 的内涵在于 %丰富&'

%移动&以及%时尚&三个关键词!它
的价值则在于%便利&'%快捷&以及
%随时随地&的特质!满足%心动不如
行动&的

!

时代
"

一般指
#$

后
%

人类
对奢侈品前所未有的热忱以及解决
对传统购买力负担的抵触心理) 抛
弃占有权!享受使用权!这种生活态
度让他们生活得更容易些)

花最少的钱让快乐最大化

生活需要激情! 但没必要为一
时的激情付出不必要的花费) 热爱
户外运动的老王告诉记者-%户外用
品店一般都提供背包'睡袋'帐篷'

套锅'头灯'滑雪服'防潮垫!什么都
能租)你每次出去旅游时!碰见装备
完整的旅游狂人很是羡慕! 但其实
多半用具都是租的) 因为每到旅游
季节户外的租赁物品就开始告急!

缺这少那) 现在的租赁过程非常方
便而且价格不贵! 比如一顶帐篷的
出租价格大概是每天

&$

元! 押金
&$$

元*一个睡袋的出租价格是每天

'$!'(

元!押金
')$

元!租金基本都
是实物价格的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
不是以旅游为生的人! 花几十块钱
租一套设备冒充专业人士或者体验
一回专业登山之旅! 实在是件体面
又刺激的事情)

朱文涛!

*+

岁!保险公司职员)

他从小就是个车迷! 家里最多的书
就是汽车杂志)小朱说!光看杂志已
经满足不了他了! 他最大的愿望就
是能租辆和杂志里一样的真车!试
开一把)几个月前!小朱的朋友告诉
他! 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家有台

,--.

大切诺基
/0123

的越野车!号称吉
普车里的公路赛!可以一起去看看)

小朱二话没说就跟朋友过去了 !

%一看就是一台大尺寸' 强动力的
越野吉普 ! 和其他这类车不同的
是! 这台车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彰
显一种纯美式精神!够霸气) &车主
一眼就看出小朱蠢蠢欲动的念头!

一看都是朋友!就爽快地承诺借给
他试开一下) 以往小朱试开都是找
婚庆公司搭线!这种突然间不要钱
的借一时让他不知该怎么办好 )

%我想虽然是朋友! 还是按正常手
续吧!我不知道市场上这样的车一
天多少钱 ! 就拿了

'$$$

块钱给他
了) 这样我开出去心里也踏实) 租
期是一天!过完瘾就还) 过瘾也是
要付钱的 !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

事!而且以后他们要是有了新车还
会告诉我!租比白使好) &

不用勒紧裤带 ! 不用克制欲
望 !不用担心风险 !不用盘算来盘
算去..你的钱虽然没有增多!但
它却因为你只购买了某种使用权!

而不是所有权!因而同样一笔钱还
能有剩余 !去发挥更多作用 !让你
过一种满意而丰富的生活) %书非
借而不能读&! 有效提高物品利用
率 *不会再为 %留之无用 !弃之可
惜&而头疼)

!瞬时消费"五花八门

%瞬时消费主义& 已经遍布全
球!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个物质
无需归己的年代!当面对诱惑!需要
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才能拥有时!不
如租来玩玩!体验一番!享受%租生
活&带来的高品质生活)各地的租用
生活潮流也是大不相同! 美国首饰
手袋租赁最火爆!古奇,玖熙等牌子
的手袋租赁店随处可见* 英国的年
轻人热衷租用苹果手机! 一天的租

金为
*4

英镑*日本的%瞬时消费&者
最实际!从车子到房子,从家具到被
子没有他们不租的* 目前中国兴起
%瞬时消费主义& 的渠道多来自网
络!用品也以体验生活为主!礼服,

家里用的电器,

567

健身卡,摆放的
植物,孩子的玩具..

%瞬时消费& 是一种消费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让自己没有
负担!没有一次性大的投入!便可以
轻松地享受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注
重体验各种新生事物! 让生活更随
意,更有趣)这时候!你花钱买到的!

不是某样东西!某种过程!而是一个
尽兴的结果) %瞬时消费者&不再想
长时间拥有一样东西! 而希望通过
不断地更换新物品! 达到永远站在
时尚前沿!追求品质生活)他们并不
是盲目的消费者! 他们精打细算地
用着口袋里的每一分钱! 用这些租
来或者换来的玩意儿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鲜亮而丰富多彩) 这些东西虽
然不属于自己! 但是所带来的乐趣
和经历却是会永远地留存下来!也
许这就是 %瞬时消费& 的最大魅力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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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取笑那些穿着宽松睡衣出门的人
了!瞧瞧

"

型台上!也是一个样儿/

#$$%

年穿
%睡衣&俨然已成为一种时尚..

在一些地方! 有人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
起居室的势力范围!穿睡衣,拖鞋上街买菜甚
至逛公园) 这种现象常让西方人瞠目结舌!并
被认为%不雅&) 殊不知!在

&$$%

年春夏的时
尚

"

型台上!睡衣已蔚然成风!草履虫图案的
睡衣搭短裤,睡裤搭衬衫正方兴未艾!愈是邋
遢!愈是时尚,随性)

大牌 睡衣也时尚
在城市中古旧的巷子里! 常能看到男人

穿着背心,%老头衫&, 宽松花花短裤上街买
菜!女人则像周星驰电影0功夫1里的包租婆!

顶着满头发卷,身穿薄纱蕾丝睡衣出门!大大
方方!毫不遮掩)

你觉得好笑+ 不过在服装设计师的巧思
下 !睡衣真的能穿出时尚 !从此 %睡衣 &,%内
衣&将从屋内走向户外!甚至踏入晚宴派对)

意大利品牌
'()

推出的
&$$%

年春夏时
装!就运用了大量睡衣元素) 在米兰

&$$%

春
夏男装周上 !

'()

的男模们身着宽松的睡
裤,睡袍大步走上伸展台!帅气中透着潇洒!

斯文却不失性感) 据说!设计师的灵感来自电
影里

$$*

和西西里教父穿着睡衣的镜头) 在
意大利这个品牌的新品发布会上! 就连西装
也要配拖鞋穿)在

'()

的男装秀上也能看到
中国元素的影子! 中国传统花鸟兽图案大量
出现在西装和睡袍上!可谓中西合璧!颜色采

用的是硬朗的黑白搭配)

不仅是在男装上!

'()

将同样的设计风
格带到了米兰女装周- 熨烫平整后的女式睡
衣透着另类的优雅!取代衬衫搭配套装!戴上
珠宝!别具时尚*女式丝质睡袍摇身一变成了
风衣!与晚宴包搭配!另有一番风情)

在睡衣风上大做文章的不止
'()

!

+",-

这一季也以经典草履虫图案, 直条纹的薄丝材
料!烘托整个%睡衣时尚风潮&-宽松舒适的睡裤
透气清凉!凹凸有致的臀线和美腿若隐若现!足
蹬高跟鞋摇曳生姿!彻底展现女人的性感)

除了睡衣! 原本隐藏在衣服里的丝质内
衬!如今也终于熬出了头) 意大利品牌普拉达
刚发表的明年春夏新装! 就以刻意抓皱的丝
为素材) 轻柔滑顺的真丝!向来是高级男女装
内衬的最佳材料! 设计师刻意保留丝质易皱
的特性!让皱皱的丝料忠实呈现!饶富趣味)

吹起睡衣风潮的还有意大利宝缇嘉,阿
玛尼等这样的时尚大牌!它们春夏新装外形,

剪裁或许略有修正!并且镶钉亮片增添奢华!

遮掩睡衣风过于休闲的模样! 但是宽松,轻
柔,舒适的内涵!还是被保留下来)

穿睡衣出门 方便又安全
穿睡衣出门并非市井百姓的专利! 有些

明星也在公开场合穿睡衣) 多年前!美国摇滚
歌手迈克尔2杰克逊!就曾在法庭问讯时穿着
睡裤,拖鞋!引起很大非议( 不少人将此视为
藐视法庭,对法官不尊重( 他解释说!是因为
背痛在医院接受治疗!匆忙之间忘了更衣( 幸
好法官并未记恨!两年后杰克逊无罪开释(

韩国有一家内衣公司!为了激发员工的创
造力!设立了每月一次的%睡衣节&!员工在当天
必须穿睡衣上班( 有位中国网友不乏幽默地总
结了穿睡衣出门的好处-首先是方便省时!穿套
装还要讲究搭配!而睡衣完全没有这些讲究!只
要扣好扣子就行啦(其次是安全无忧!小偷强盗
绝不会盯上穿睡衣出门的人! 因为一看就知道
他们身上没带多少钱(此外!穿睡衣还能彰显个
性!给人亲切温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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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裙子越短"经济景气就

越旺# $对时尚没什么概念的人都听

过这句话吧%据说"日前还出现了发

型长短& 口红也能看出经济景气的

数据研究'

经济学早有!裙子理论 $(女人

裙子越短"经济越繁荣)裙子越长"

经济越萧条*经济繁荣时"男人个个

荷包膨胀" 走在大街上也是左顾右

盼"恨不得阅尽人间春色"女人受了

鼓励" 裙子就越来越短* 经济萧条

时"生意一落千丈"男人收入减少"

生存压力加大"成天疲于奔命"便不

会关注女人的美丽" 女人只好用长

裙把自己遮掩起来* 女人穿长裙一

久"便会增加布料的消费"推动纺织

业的发展和棉花的种植" 从而刺激

经济复苏*女人的裙子越来越短"也

会使布料滞销"影响纺织业"从而引

发经济危机"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

已* 当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好莱坞

电影里的大明星个个超短裙" 美腿

如林 " 艳舞如云 "+不信春风唤不

回$"经济终于复苏"并在美国经济

的黄金时代迎来了
*$

世纪最伟大

的发明之一,,,比基尼*

女人裙子的长短与经济景气的

函数关系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就

屡屡展现威力* 在经济萧条的上世

纪
9$

年代"长裙子取代了上世纪
*$

年代的短裙) 在经济复苏的上世纪

+$

年代 "迷你裙大行其道 )上世纪

8$

年代的经济衰退使女人的裙子

也长至脚踝*

*$$3

年刚结束的米兰

服装周上又显露出
*$$3

年全球经

济不景气的强烈信号(全球几大顶级

服装设计品牌如普拉达- 米索尼&阿

玛尼& 罗伯特.卡沃利发布的都是自

己更为纤长的设计风格*

:;<;==>

更是

在谈到社交场合时提出了 +遮盖需

求/"宣扬+过分的性感不流行了* 如

今不再是暴露的年代/*

除了裙长"发型也是一个反映经

济景气的时尚数据* 由日本花王调

查"

&$

年来定期在东京与大阪街头访

查上千名女性" 今年的报告显示"日

本经济大萧条前"二十几岁年轻女性

留长发达六成" 上世纪
%$

年代后经

济低迷" 短发则成主流)

&$$&

年后日

本经济成长"长发再度获得日本女性

青睐* 英国剑桥大学文化经济学者莎

丝.托玛休斯认为(+这是因为在经济

衰退之际"人们享有的物质乐趣越来

越少"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视觉乐趣"

而短发能有的造型变化更胜长发* /

近来"又有+口红经济/*女性在

不景气时" 常用唇彩的变化来替代

新衣物*口红销售上扬时"就是大家

不想买衣服的时候* 美国雅诗兰黛

化妆品公司老板解释说" 经济萧条

时" 人们的消费倾向会立即在各大

百货商场的口红销售量增长上得到

反应* 因为"经济衰退促使人们放弃

购买或消费大型的奢侈品"转而集中

消费类似口红这样的小商品"以获得

购物所带来的快感* 所以"当女性朋

友们开始不断购买口红时"这是她们

的钱袋开始收紧的一个信号"也暗示

了经济已趋于收缩或萧条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美国经

济会发现"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持

续下跌及次贷危机"已将美国经济

拖入衰退边缘及金融危机已经爆

发* 美国经济和金融形势发生的变

化"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有放缓可

能* 为此"华尔街的投资家们及全

球金融界都感到非常焦虑*

经济"关时尚什么事%时尚不肤

浅"它的高瞻远瞩"告知了世人未来

的生活形貌* 一些不经意的生活细

节" 就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低空徘

徊的燕子和忙于搬家的蚂蚁" 本身

细小"但反映了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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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的秋冬时装! 需要有一种对潮流叛逆的态
度( 于是!拼接或是重叠!奇异的动物图纹或是经典的格
子开始呈现见怪不怪的新穿衣法则!剪裁,款式,色彩,面
料,风格等方面都有特殊的创意!打破关于%美丽&的既定
规则( 时尚在

*$$3

秋冬变得更加难以捉摸(

中性 军装的时尚演绎

一种更为严谨而华丽的装
饰主义弥漫在厚重的秋冬装
上! 皇家与贵族的特权借助时
装的力量再次卷土重来( 整齐
排列的铜纽扣, 棱角分明的肩
章,护胸!女模特们如皇家仪仗
队般鱼贯而出( 与晚装的亦刚
亦柔的结合是本季军装主题最
激动人心的亮点(

民族 精致动感流苏

今季! 从纽约到巴黎的
"

型台上全都呈现出同样一幅景
象-无一件衬衫不被赋予花草,珠串,印花拼贴的绚丽!无
一条长裙不搭上流苏,荷叶边和彩色裤袜(富有动感的流
苏频频出现在秋冬季节!流苏像是安装在衣服上的钟摆!

总会预示着流行与风格(

理性 回归职业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赢得尊重!女性在步入董事
会的时候必须穿得像个男人!那真是令人乏味(今季的女
装套装走的是曲线优美的路线!当然!既不过分性感!也
不显得轻浮(如果你在工作中身居要职!但是又受够了男
式服装的剪裁! 那一定要选择一款又庄重大方又有女人
味的套装(职业女性散发的是优雅的光彩!却不能有丝毫
的炫耀或暴露!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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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不错(

低调 高雅黑唱主调

本季秋冬的流行趋势中! 黑色又一次大幅度地占据
了秀场舞台(目及之处!这种无法调和的染料拼合成了一
种特别的形象( 黑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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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的绝对主角!一个革新
的趋势是采用微妙差别的黑与黑的组合(也就是说!如乌
鸦一般的一身黑漆漆没错! 但需要有一些肌理与光泽的
变化!比如丝与闪光的亮片!法兰绒和色丁!天鹅绒与闪
光提花的对比效果( 但无论怎样!黑色还是黑色(

怪诞 神秘哥特风格

如果把近几季的巴黎
秋冬时装浓缩成一个形象 !

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暗夜
女神! 游走于天堂与地狱 (

而伴随着好莱坞大电影的
新形象!这种被称为哥特的
形象!有了全新的内涵( 更
多体现的是一种禁欲政治 !

而哥特建筑感,哥特小说的
悬疑感在这一季跳脱出来 (

在大西装的肩部!针织衫的
复杂燕式结构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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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得空翻翻书"有一则轶闻"说的是汪曾祺-黄苗子-

王世襄等人聚会"比试谁做的菜最好吃"结果王世襄先生凭

借一道最简单的油焖大葱夺冠* 看到这里"会心一笑*

都说穿在法国"吃在中国"细数我泱泱中华的饮食文

化"真是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说(+食不厌精"

脍不厌细/"这位孔大圣人将追求食物之精美当做了生存

大义"为后世子孙开了一个错误的先河*还有一个叫易牙

的"坊间走卒"本来是够不上资格青史留名的"但他凭借

把亲生儿子烹成人肉羹进献给齐桓公这一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壮举"在中国的厚黑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同

时开创了中国人的味蕾追新猎奇的路子*

西方人的饮食"以牛肉-牛奶-面包为主"不少欧美国

家"厨房里几乎看不见油烟*我们很难想象那些食物的滋

味"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西方的饮食方式更加健康* 这

一点我们虽然心知肚明"但中国人的味觉记忆太过顽固"

咱老祖宗留下来的烹饪之艺"讲究的是煎炸炒煮"先起个

油锅"葱姜蒜丢进锅里"噼里啪啦热热闹闹"酱醋盐酒味

精一旁等候"更讲究的"还要精雕细琢弄出许多中看不中

吃的花样"色香味形俱全方称得上中华美食*

相对于形式繁缛的中餐而言" 西方饮食简直不值一

哂"可人家的体质的确比我们好"即使扔掉了+东亚病夫/

的帽子"中国的足球就是不如人家的圆"奈何0追根溯源"

关键还是在饮食习惯上"饮食习惯决定了遗传基因"再加

上环境污染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非典-禽流感-手足口

病"一桩接着一桩"+吃"还是不吃/"哈姆雷特命题摆在了

餐桌上*

美食应该回归原生态" 最好的做法是简单又能吃出

美味"同时还更易于保留食物内涵的营养*一枚白煮蛋并

不比它做成+一行白鹭上青天/之后滋味更差"须知"产业

链越长污染越重"很多菜品简单加工甚至不加工"更能体

现出食物的本味"越是刻意求新求变"离开平易-纯朴-自

然的饮食之道就越远*

美国作家丽莎.茵.普拉特在她的著作1简单生活2中

如此说(+简单生活"去除生活中一切冗杂"一切繁复"一

切粉饰"一切累赘"让生活3简4起来"3单4起来' /这句话

同样适用于我们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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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时尚什么事!

餐桌上的简单主义

今季 美丽难以捉摸

睡衣搭正装 不雅还是个性!

时尚
!

潮流 !

海 舒

近日!被冠以中国葡萄酒业知识产权第
一案的解百纳商标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继续审理( 该案中!长城,王朝,威龙
等葡萄酒企业请求法院撤销有关商评委维
持%解百纳&商标注册的裁定!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3下称商评委4作为被告!而
张裕公司作为%解百纳&商标的拥有者!则以
第三人身份应诉(

在法庭上!三方就%解百纳&作为商标的
显著性及是否通用名称展开激烈辩论( 其
中!张裕出示了两份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当时

中华民国商标局出版的法定刊物 0商标公
报1! 以及一系列张裕长期独家使用 %解百
纳&的新证据!使庭审局面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
'4&8

年
+

月
*3

日经当时的中华民
国实业部商标局批准!张裕公司正式注册了
解百纳商标( 长城等企业反驳!该注册证书
中的商标图样并无%解百纳&字样!所以%解
百纳&不是被批准的商标组成部分之一( 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人士证实!在%商
标名称&栏写有%解百纳&字样( 北京万慧达
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黄义彪指出!根据商标

法规定!商标注册分图样和名称部分!商标
名称同样是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

0商标公报1新证据的出现!使这一争议
失去了争论下去的必要( 这份由当时中华民
国商标局出版的法定刊物!现存于国家图书
馆( 其中

'4&8

年第
'9&

期%审定商标目录&

及
'4&4

年第
'(9

期 %商标公告期满注册
表&! 黄义彪认为!%这两份证据是%解百纳&

在
'4&8

年享有注册商标专有权最明确有效
的法律凭证!具有公示性和确定性( 既然%解
百纳& 在七十年前最早是作为注册商标出

现!当然就不可能是葡萄品种名称( &

同时! 张裕公司还出示了上世纪
($

至
3$

年代解百纳干红的工艺流程, 发酵记录,

销售情况等详细的生产, 技术资料! 以及
'433

年以后张裕解百纳多次获得名优,名牌
产品的证书等一系列新证据!进一步证实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张裕公司长期
使用%解百纳&商标的事实(

近年来!其它企业在葡萄酒商品上使用
%解百纳&!大多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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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裕公司%解百
纳&商标申请注册之后( 黄义彪表示!此种使
用属于商标侵权行为!不能成为%解百纳&通
用化的根据( 法律界和业内诸多专家表示!

如果这么争下去!首当其冲受害的是%解百
纳&!葡萄酒行业将失去一个高端品牌!受益
的只可能是虎视眈眈的洋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