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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抄袭
90 后女记者
两部新书连遭出版社下架

近日，由
湖南电视台记
者曹萍波所著
的 《万物赠我
浓 情 蜜 意》一
书惹上抄袭官
司， 牙仙公司
旗下作者杨云
苏（微博名 @
故 园 风 雨 前）
向曹萍波和图
书出版方湖南
文艺出版社均
发送了律师
函， 指称该书
大量抄袭了自
己近年来的微
博帖文， 并提
供了两者文字
比对的证据照
片。 在确认抄
袭属实后，湖
南文艺出版社
已正式发函，
通知各大网
站、 新华书店
及民营经销商
将此书下架。
目前曹萍
波已通过个人
微博向杨云苏
致歉，《万物赠
我 浓 情 蜜 意》
书中文章原刊
载方 《三联生
活周刊》 也发
表声明， 称已
将这些文章从
杂志公众号中
删除。 杨云苏
则在 6 月 5 日
发布的微博中
表示， 此事已
经全权委托律
师处理。

被举报，90 后记者两部书涉嫌抄袭
事件肇始于 5 月 30 日，当天杨云苏在她的 曹萍波女士，你怎么能这样？ ”
经过读者的提醒，杨云苏得知《万物赠我浓
微博发文称，不久前收到读者来信，问她是不是
另有个笔名“
曹萍波”并且去年初出版了一本书 情蜜意》是曹萍波近年在《三联生活周刊》的《物
《万物赠我浓情蜜意》， 因为书中很多句子都是 候志》专栏文章的集合。对此，杨云苏更为气愤，
她的微博帖文。 得知此事后， 杨云苏感觉很诧 “也就是说你早就已经开始选摘我的文章了？你
异，便买了一本《万物赠我浓情蜜意》来看，结果 在这几年中没有感觉到一丝不妥吗”？ 除了《万
发现在该书的 52 篇文章中， 与她过去五六年 物赠我浓情蜜意》，杨云苏还购买了曹萍波的另
发表的微博帖文有雷同语句的多达 39 篇。“
该 一本新书《草舍无瓦，市井有人》。 阅读之后，她
怎么界定你的行为呢， 对我帖文的使用你大致 发现这本书除了抄了自己的博文之外， 还抄袭
有 4 种手法：斩段儿，切片儿，包丝儿，剁馅儿。 了张爱玲等名家——
—杨云苏在微博中说。

终发声，作者本人承认抄袭
杨云苏的举报是否属实呢？
就在李鸿谷发表道歉微博的同一天， 曹萍
波终于在微博回复：
“
因法律意识淡薄，在《万物
赠我浓情蜜意》 一书写作过程中摘录了杨云苏
老师微博文字，而未注明文字来源，给杨老师带
来了伤害，在此我诚恳地向杨老师道歉。 ”据曹
萍波介绍，此事发生后，她曾专门飞往成都，想
向杨老师当面道歉， 并以所得全部版税赔偿杨
老师受到的伤害。但杨云苏没有见她。曹萍波表
示：
“
为因自己犯错对杨老师造成的伤害感到愧
疚。之后我将再次登门向杨老师道歉，并尽力赔

偿杨老师智力成果和精神上的损失。 ” 与此同
时， 曹萍波将除此条之外的个人微博中所有帖
文清空，并表示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法律”。
6 月 3 日，是个星期天，在接到杨云苏通过
牙仙公司发送的要求“立刻停止《万物赠我浓情
蜜意》一书的刊印发行，召回已经销售、预售及
在各渠道正在销售的该书； 公开并书面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的律师函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立
即发表声明，认为《万物赠我浓情蜜意》图书内
容和杨云苏新浪微博作品存在部分雷同， 已经
要求曹萍波尽快作出说明并妥善处理此事。

因何故，
出版社会下架图书

遭下架，将面临法律责任
6 月 4 日， 湖南文艺出版社官微贴出了下
架通知函：
“
由我社出版、发行的《万物赠我浓情
蜜意》，书号 978—7—5404—7839—1，定价：
39.9 元。 因版权存在争议， 现通知全部下架召
回。 请各大网站、新华书店、民营经销商在接到
本通知后立即下架，并安排退货事宜。 ”
此外， 杨云苏也向曹萍波另一本涉嫌抄袭
的书籍《草舍无瓦，市井有人》的出版方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做了举报。 经该书策划方合肥麦
书房文化公司核查，认定《草舍无瓦，市井有人》
有 8 处、约 1000 字与张爱玲存在雷同、有 3 处
与杨云苏的作品存在雷同。 6 月 6 日，合肥麦书
房文化公司发表公开声明， 将这本书也做了下
架处理，并表示：
“
目前,我公司已暂停与曹萍波
女士的合作, 并对其涉嫌违背与我公司签订的
《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不侵犯任何第三方著

作权的承诺，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
据公开资料， 曹萍波为湖南卫视记者，90
后。 《万物赠我浓情蜜意》主旨为介绍植物，《草
舍无瓦，市井有人》则是一本市井人物集。 记者
发现，《万物赠我浓情蜜意》和《草舍无瓦，市井
有人》 分别出版于 2017 年 1 月和 2018 年 2
月， 目前两书在豆瓣读书频道的评分已下降至
3.3 分和 2.2 分（满分为 10 分）。 数百条读者评
论中绝大多数都给出了最低的一星评价， 并对
其抄袭行为进行谴责。“
从不给人打一星，这次
破例。 故园老师那些美好的文字和生活不该被
这么恣意妄为地零售拆分。 ”
“
看到被指认有大
段抄袭，特此标记，以自提醒，不买不看。 ”这些
抄袭的文章还在《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了两年的
专栏，这样的书应该下架！ ”

另据了解，尽管下架一本图书通常
会让出版社蒙受几十万元的损失，但图
书被出版方下架不乏先例：有因涉嫌抄
袭的， 如 2008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下架了该社出版的因涉嫌抄袭《封面中
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
而受到非议的《
〈时代〉上的中国面孔》，
图书下架后遭出版社召回销毁处理；有
因重大错误而被下架的， 如 2010 年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欧洲神
话的世界》因有大量翻译错误和校对错
误被下架；2014 年《中俄国界东段学术
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
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中出现多处人名翻
译谬误，甚至将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
（崔巍）
而被中央编译出版社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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