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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别关注 欢迎建言献策

究竟啥叫抄袭 且看权威解读

巧合还是抄袭
之四

四川大学对学位论文
抄袭的处理办法

经过广大读者对7月27日、8月8日和8月15日本版分别刊登的《两篇文章大同小异纯属巧合还是
抄袭》、《观点可以巧合 行文怎能雷同》、《事实胜于雄辩 切莫照猫画虎》各抒己见后，大多数读者认为
邹××疑似抄袭。那么，究竟邹××是不是抄袭？本期为大家呈现国家法律、权威著作及各界人士等对抄
袭的界定，以此加深我们对文字作品抄袭的科学认识。

凡人善举
□齐川红

立此存照
□吕忠箱摄

民生关注
□王秀根

农村环境污染莫忽视

在学术界中,不少著作文章曾对抄

袭加以讨论定义。巨著《辞海》是这样

定义的：窃取别人的文章以为己作。而

在国外的论著中，美国现代语言联合会

《论文作者手册》对剽窃的定义为，剽窃

是指在你的写作中使用他人的观点或

表述而没有恰当地注明出处。这包括

逐字复述、复制他人的写作，或使用不

属于自己的观点而没有给出恰当的引

用。

就此，美国哈佛大学对抄袭也给出

了详细解说，抄袭是一种说谎、欺骗、偷

窃的行为，指的是你将原始资料的信息、

观点和句子直接用于你自己的文章当中

而不做标注。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

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农村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一是生活污

染，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没有排水、

排污设施和垃圾收运清理系统，生活垃

圾和废弃杂物乱堆乱放，畜禽散养，形

成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二是农业污染，

农药、化肥、农膜的不合理使用，形成农

村面源污染、农膜污染，乱烧秸秆形成的

大气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三是由于农

村天地广阔、管理松散，或个别村民见利

忘义，往往成为不法分子偷运、投放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有害垃圾等的去处。

农村环境污染触目惊心，究其原

因主要表现：一是对农村环境重视不

够，农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二是我国

现有的环境治理建立在城市和重点源

污染防治基础上的，导致目前对农村

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农村地区环

境法律法规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协调、

管理机构不健全；三是农村环保投入

严重不足、生态保护能力薄弱的问题。

推进农村环境保护需要落实“三

项措施”。一是加强环保法制宣传，提

高农民环保意识。环境保护重在全民

参与，而在农村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

环境保护法知之甚少。各级政府要通

过组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

和活动，广泛宣传环保法律知识，让农

民掌握基本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

强乡村干部的环保教育，正确处理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二是加大农村环保

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环保设施建设

几乎处于空白，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建

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投入机

制，畅通投资渠道，加强农村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积极主动与上级相关部门

协调沟通，争取中央、省、市的专项资金

投入，重点解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

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

治理等问题。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农村

环境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引导村民

建设居民小区，逐步实现农民向社区集

中，以便生活垃圾和污水集中净化处

理。三是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农村环境污染点多面广，情况复

杂，单纯依靠环保专项行动解决不了问

题。只有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将农村污

染治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才能在农村环

境保护工作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

循。各地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在建立

农村环境保护防治的基础上，制定农村

污染防治的实施细则，使农村环境管理

走向法制化、标准化、长效化。同时，还

要注重与现有法律文件的整合与完善，

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提高法律

的一致性和可操作性。

那天上午，我经过一个没有红绿灯

的路口，发现一辆电动车倒在地上，旁

边站立着一个瘦高的老人。不知老人

的车是如何倒的，但肯定是自己没有能

力扶起车。当时来往车辆众多，都躲避

着，没一个上前。我当时行不过去，就

停在老者旁边。如今屡屡听到负面新

闻，都怕惹上事，“不是你撞的，你为啥

扶”，犹响在耳边，人们变得麻木，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恐惧高尚，拒绝高尚，远

离高尚，当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道路一时阻塞，拥挤不堪，可是行

人任凭耐着性子小心行驶也漠不关

心。那老人站立着，腿与手抖动着，显

得孤立无援。好一会儿，才有一个穿白

衣的女士从我身后走过来说：“大爷，我

给你把车扶起来。”老人说：“我有病，弯

不下腰。”女士个高体大，三十来岁。我

虽然没有勇气走上前，但在心里确实暗

暗佩服赞赏这个女人。

几天后我在超市停车处，意外遇到

了那女士，我不由惊奇地问：“你是不是

那天在路口扶起老人车子的那位？”女

士一愣：“你怎么知道？”“我就在旁边。”

我赞道，“你可真了不起，我可做不到，

那么多人也就你敢挺身而出。”女士笑

了：“没那么严重，举手之劳。只是心里

不忍看他就那样一直站着，怪可怜的。”

我仍是感叹：“你真是鹤立鸡群。”女士

扑哧一笑：“你可真逗，你用词不当。”大

概她品出那词的弦外之音。女士接着

说：“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丝善，伸

出手来就是善举。”我说：“种子只有发

出芽才能绿化环境，善只有表现出来才

让人感受得到。”

此时，我忽然觉得，这个女士笑起

来真的很美，那美不是寻常的美，是一

种善良的美，柔和的美。

8月17日上午，宁陵县石桥镇余庄

寨村58岁的农妇吴子兰，在该村古会上

向过往的行人展示她用手从滚烫油锅里

抓炸熟的糖糕油饼的绝活。

为了生计，她丈夫杨德山在家种地，吴子

兰凭借一口平底锅、一个面盆、一辆三轮车、

一把油勺干起了到周边村镇、集市上炸油食

卖小吃的生意，一干就是30年。刚开始时，

她用笊篱捞出炸好的油食，有时生意好，买

家多了，她就用手把炸好的油食抓出，手被

滚烫的油烫起了血泡，但她不叫苦，咬着牙

坚持练，一练就是十年，练成从滚烫油锅中快

速捞出油食的绝活。采访时，她很有信心地

说，再练几年，她还要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岳母六十多岁，她待人和善，勤劳善

良，热情朴实。

岳母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子女们

成家后都非常孝顺她。岳母的一个儿子是

出租车司机，每月都要带着她出外旅游一

次。儿媳贤惠孝顺，把她的饮食起居照顾

得无微不至。婆媳、妯娌之间从来没有红

过脸，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两个女儿也经

常利用节假日去母亲家，不是给老人包饺

子，蒸卤面，烙油饼，就是帮她拆洗被褥，洗

晒衣服。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都羡慕岳母

好福气，有如此孝顺的子女。

岳母很勤劳，是个闲不住的人。她家

房屋的后面有一大块空地。岳母精心地拾

掇出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黄瓜、豆角等

蔬菜。岳母种菜很有经验，除草，施肥，浇

水，凡事她都亲力亲为。她种的菜都能获

得丰收。每当有人从岳母家门口路过时，

她就会热情地让人家到菜地里摘菜，人家

不好意思要，她就硬塞到人家手里。岳母

总是说，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了收获，要学

会与别人分享，这样过日子才舒心。岳母

种的是蔬菜，付出的是汗水，收获的是邻里

和睦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岳母有文化，年轻时是村里的妇女主任，

能说会道。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义务当

起了村里的调解员。谁家夫妻闹矛盾了，婆

媳不和了，子女不孝顺了，岳母就会立刻赶过

去调解。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岳母从法

律法规讲到社会道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经过她一番苦口婆心地调解，结果总是皆大

欢喜。岳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月老，她经常

给村里的大龄男女青年牵线搭桥，让双方喜

结良缘。看着一对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美满

幸福，岳母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岳母虽然年纪大了，却懂得与时俱

进。有了电脑和手机，她学会了网上聊天，

玩微信。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浪漫而诗意的

网名，叫“跳跃的云朵”。她建立了一个微

信群，把子女和亲朋好友都拉进群里，并自

告奋勇当群主。她经常在群里举行一些猜

谜语、成语接龙、朗诵古诗等游戏活动，并

且给积极参与或回答正确者发红包；她还

常常在群里发送一些健康小知识或生活小

妙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她还把自

己日常生活中的趣事写成小文发送到朋友

圈，让我们给她点赞呢！

看到岳母的晚年生活这么幸福，我情不

自禁地感慨道：六旬老太身体好，种菜调解当

月老。子女孝顺人羡慕，微信群里乐逍遥。

目前，大部分超市、零售网点、集贸

市场等使用的电子秤，因采用电子自动

称量技术，使消费者普遍认为其称量准

确率高，值得信赖。但一些经营者在电

子秤上做手脚的现象较为普遍，使消费

者购物时仍然会遭遇缺斤短两，消协提

醒消费者要谨防电子秤计量陷阱。

在经营过程中，有的商贩故意将桌

子放斜或是用硬币、纸张等将秤盘一角

垫高，称的分量就能偏重；应注意电子

秤的零点，即在空秤（包括秤盘在内）

时，应显示0.000kg，在拿掉秤盘时，显

示值应为一个负值，例如-0.075kg，这

个值是秤盘的重量。个别经营者玩“连

盘出售”的把戏，即故意不将秤盘放在

秤上，而将显示值调在零点，待顾客购

物时，再将放有商品的秤盘放在秤上计

量，将称盘的重量转嫁在了商品的计量

之中，计算在收款之内；多次称量时应

注意不同商品的单价，例如既买糖果又

买糕点，这就出现了累加问题，消费者

应注意计价秤的单价指示窗口。如果

两种商品的单价不同而输入同一价格，

就会造成低价商品按高价收款的现象；

经营者在计量所售商品时，将商品重重

地丢进秤盘，借助冲击力使电子数显一

瞬间人为加大，即刻将商品拿起，“抓时

间，抢速度”以此蒙骗消费者。

特别提醒
□李志杰

谨防电子秤计量陷阱

近年来，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音乐、美术、

书法和科学、劳技等课程深受广大学

生、家庭的青睐和欢迎。但事实上，仍

有很大一部分学校，却把这些规定的

必修科目称之为“小科”、“副课”，被当

作“赠品”、“饶头”，而另眼相待甚至不

屑一顾。这种严重有悖于实施素质教

育的行为，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一些学校开设课程时，片面认为这

些科目开不开无所谓，并不影响毕业或

升学，被挤占、排斥，使这些课程严重

“缺斤短两”，“少胳膊掉腿”，有的为应

付一时检查即使排上，也有名无实。

更为甚之，某些地方财政和教育

主管部门为节省义务教育阶段经费，竟

指令辖区学校征订此类教材时，十几个

人甚至几十个人合订一套。且美其名

曰：循环教材，节约资源。殊不知，这样

看似节省，其实弊大于利。实际上，是

功亏一篑，是严重的短视行为，给学校

教学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大部分学生

手中无课本，课前预习不上，课后又不

能及时巩固拓展，做起作业来更是左

右为难，大大地削弱了学生学习的兴

趣，挫伤了学习的积极性。

国家及省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把

这些“后起之秀”列为必修课程是有一

定科学依据的。与所谓的语数英等主

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相生相融的。

音乐、美术、书法课像剂剂良药，可以

缓解和消除学习语数英后的疲劳，又

能陶冶情操，对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创

新发展有不可小视的作用，是主课上

的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而科学、劳技

等能拓宽学生知识面，扩大视野，开拓

思维，培养学生动手动脑能力，培养学

生爱科学，用科学，爱劳动，巧劳动，使

学生踏入社会后如虎添翼，如鱼得

水。何乐不为呢？

适值新学年、新学期开学来临之

际，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基层学校要

充分发挥课程教学的主导作用和教材

内容全面性和多样性，全面、扎实推进

素质教育，开设课程“五脏俱全”，使素

质教育遍地开花结果。

基层呼声
□束子生

中小学课程不能“缺斤短两”

8月14日上午，淮滨县公安局防

胡派出所民警刚一上班，一群众就高

高兴兴地将一面写有“破案神速、排忧

解难”的锦旗送到所里，感谢派出所民

警为其快速破案，追回被盗现金

19900元及电动车。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8月5日上午，

淮滨县公安局防胡派出所接到群众王某

报警，称其电动车在防胡镇街道一超市

门前被盗，电动车里还有19900元现金。

接警后，防胡派出所立即开展侦

破工作。经调查，当日王某从防胡邮

政储蓄银行取了2万元现金，从中抽出

100元零花，然后把19900元现金直接

放到电动车内，随后他将车子停放在

旁边一超市门前去办事。可待他办完

事回来骑车时，却发现车子不见了，于

是他立即到派出所报了警。

办案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发现，当

天受害人在银行取钱时，旁边有一男

子一直在那转悠，经进一步侦查，民警

认为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3天

的蹲守，8月9日上午，民警终于将这

名叫刘某的嫌疑人抓获。

经审问，刘某对8月5日上午跟踪

王某并在防胡镇街道一超市门前盗窃

其电动车及车内19900万元现金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实习生赵颖英整理

法律条文行业准则之规定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抄袭的

定义是，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作

自己的；对剽窃的定义是，抄袭窃取（别

人的著作或其他成果）。有人认为，抄

袭即盗取他人文章或稍作改动他人文

章后当作自己的文章，而剽窃则是将他

人文章乔装打扮、改头换面后，窃取他

人文章精华，作为自己文章发表的行

为。在此版中，“剽窃”和“抄袭”属同一

范畴。

抄袭行为不仅会受到行业道德谴

责，还要面临相应的法律追究。例如在

新闻行业中，《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

准则》第四条第四点明确指出：尊重新闻

同行，反对不正当竞争。尊重他人的著

作权益，引用他人的作品要注明出处，反

对抄袭和剽窃行为。而在法律上，《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章第四十七

条规定：剽窃他人作品的要承担停止侵

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

事责任。

对于抄袭的认定标准，国家版权局

版权管理司在 1999 年作出了相关规

定。《国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关于如何

认定抄袭行为给某某市版权局的答

复》：

一、著作权法所称抄袭、剽窃，是同

一概念（为简略起见，以下统称抄袭），指

将他人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

由于抄袭物需发表才产生侵权后果，即

有损害的客观事实，所以通常在认定抄

袭时都指经发表的抄袭物。因此，更准

确的说法应是，抄袭指将他人作品或者

作品的片段窃为己有发表。

二、从抄袭的形式看，有原封不动或

者基本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作品的行

为，也有经改头换面后将他人受著作

权保护的独创成分窃为己有的行为，

前者在著作权执法领域被称为低级抄

袭，后者被称为高级抄袭。低级抄袭

的认定比较容易。高级抄袭需经过认

真辨别，甚至需经过专家鉴定后方能

认定。

三、对抄袭的认定，也不以是否使

用他人作品的全部还是部分、是否得到

外界的好评、是否构成抄袭物的主要或

者实质部分为转移。凡构成上述要件

的，均应认为属于抄袭。

参考《四川大学关于学位（毕业）论文抄

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处理办法》）来看，此文对学

位（毕业）论文抄袭的定义是，把他人具有著

作权的内容，如学术观点、数据资料、内容情

节、架构或研究成果等原封不动或虽改变形

式但未改变内在本质后在本人学位（毕业）

论文中据为己有或采用他人成果时不注明

出处的行为。

此文中规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原

则上可认定为抄袭：连续引用他人作品超

过200字而未注明出处的；使用他人已发

表的数据、图表等内容未经授权或未注明

出处的；原文复制或通过改变个别单词、词

组及重排句子顺序复制他人作品内容超过

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的15%的；将文献

直接翻译或在翻译中改变字词、重排句子

顺序等用于自己的论文中，且总字数超过

本人所撰写论文总字数15%的；照搬他人

论文或著作中的实验结果及分析、系统设

计和问题解决办法而没有注明出处或未说

明借鉴来源的。

而《处理办法》中认为不属于抄袭行

为的情形有：表现形式相同或相似，但确

为两个独立的创作活动取得的；翻译、评

论、介绍、综述他人作品且已注明，不会被

普遍误认为自己原创的；借鉴采用他人的

实验方法和手段、实验装置和仪器设备得

出不同的实验结果和结论的；能够提供翔

实的原始材料和数据证明作品为自己原

始创作的。

以提供反抄袭、反剽窃服务而著称

的“好汉网”创始人何云峰教授在回答抄

袭、剽窃和引用的界定标准时这样说明：

一段话如果有20个汉字完全或者

90%以上文字相同，没有注明出处，可以

算雷同。一部著作若有5处以上文字雷

同，则可以算作轻度抄袭；10处以上可以

算作严重抄袭；20处以上雷同，应算作剽

窃；30%以上雷同的，是严重剽窃。学术

性作品的观点意思相同，文字相似，但没

有注明出处的或引用别人观点、文字，没

有加以注明，但在参考文献或者前言等

地方提及所参考作品的则可能存在变相

剽窃。但引用数据、新闻、名人名言、语

录、标语、文件和法律规定、政府工作报

告等产生的相同文字不能算作雷同。

甘肃作家王若冰表示：抄袭行为是这

个世界上最让人不能容忍的行为，尤其是

在文学创作领域！他进一步解释，文学创作

完全是一种个体独创性的劳动，抄袭就让所

谓的文学创作变得失去了意义和价值。

颇具争议性的方舟子认为:照抄别

人的字句而没有注明出处且用引号表示

是别人的话，都构成抄袭。

国家版权局曾回应抄袭行为

学术界对抄袭的界定

社会名人对于抄袭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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