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味道保留最好的原来是这条小马路
多伦路，原名窦乐安路，是上海虹口
区的一条小马路。
与豫园老街、静安寺、南京路相比，多
伦路没有他们的奢华辉煌，但很多人说，
多伦路这条马路代表了上海的近代文
化。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叶圣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
都在这儿居住过。多伦路不过 550 米长，
却蜿蜒蛇行，曲径通幽，充分展现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沪上风情。
我们沿着多伦路，一路走到了山阴
路，带大家领略一番魔都文化名人街！

众多名人故居，讲述多伦路的历史
孔公馆，
“民国四大家族”掌门人之一孔
祥熙的府邸也算是多伦路文化街的门面担当
了。这个当年掌握着大半个中国财政大权的
人，
住的房子绝对不一般，
外墙面缀满了细纹
抽纱的阿拉伯纹案浮雕。据说现在改成了民
居，
不能参观着实可惜，
只能站在外围仰望一
下他的府邸，
透过门窗窥见一丝真容。
跟“孔财神”的府邸离得很近的白公馆，
这里曾经也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桂系军阀白崇禧。人称“小诸葛”的他，住的
宅子自然也不同凡响，尽管多年来风雨洗
练，依旧掩盖不了它的独特风采。不过现
在，这里已经被改建为医院。
透过纱窗望见屋内穿着白大褂的忙碌
的医务人员，配上斑驳的窗户，恍惚间有种
穿越的感觉。
位于多伦路 59 号的鸿德堂，
是上海唯一
一座中国宫殿式外形的教堂，也是多伦路名

人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教堂采用了重檐式大屋顶，青瓦青砖红
柱 ，配 上 彩 绘 玻 璃 ，也 算 是 中 西 混 合 的 杰
作。下午的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户，五彩的光
芒打在墙壁上，
意蕴十足！
在多伦路上还有一家多伦现代美术馆，
共分七层，一、二、三层用于展览，作为国内
首个政府平台的专业现代美术馆，它集展
览、研究、教育、收藏、交流五大功能于一身，
经常呈现一些有文化深度的展览，也算是和
文化街相匹配。
多伦路上有故事的老建筑还有很多，比
如鸿德堂的旁边是鸿德书房，门口立着个日
本人，是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夕拾钟
楼，钟楼的名称取自鲁迅的文集：
《朝花夕
拾》；多伦路 93 号，
曾为七君子之一王造时的
寓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一部
关于文化的史书……

日渐消亡的博物馆，记录多伦路的辉煌
上海人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喜爱，是根
植于骨子里的。曾经多伦路上众多的小型私
人收藏博物馆就是一个写照。上世纪 90 年
代末的多伦路非常繁华，出现了 10 来家民间
博物馆：有筷子馆、钟表馆、石头馆、瓷器馆
……1999
年到 2005
年 ，多 伦
路文化名
人街的入
口处还设
有 售 票
点 ，20 元
一 张 套
票 ，可 以
参观 10 个
民间博物
馆 ，每 接
待一位参

观者，馆主可以到多伦路管委会领取 2 元的
补贴。
在兴盛时期，多伦路曾经吸引了全国各
地甚至国外喜爱收藏的朋友们专程前来赏
玩。遗憾的是，近年来，因为老人们大多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后辈们也不热衷此道，多
伦路大部分的私人博物馆已经不复存在，只
能无奈转行。
多伦路上还有一家旧书店，小小房间里
堆满了旧书，店主静静坐在书店门口修一本
封面已经残破的旧书，客人来来回回走动也
打扰不到他。
这 里 还 有 一 家 赫 赫 有 名 的“ 大 上 海
1933”博物馆，已经多次上过报纸，它就是郭
纯享的“解忧杂货铺”，收藏的都是与时间有
关的物件。郭师傅今年 60 多岁，
守着这家店
铺有快 20 年了，
打从有多伦路一条街的时候
就搬到这里经营，收藏是他一生的爱好，而
且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当中。

通过知识产权权利人权利义务告知
和被告人合理赔偿两大创新机制，
本市检
察机关成功办理了一起中央5部门高度重
视的侵犯教辅教材著作权案。6月5日，
上
海市检察院通报了该案的办理情况。

近 10 万册教辅遭侵权
经查，2016 年 11 月至 12 月间，被告
人章某甲通过其网店接到 1 万余册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书籍《日有所诵》的
订单。章某甲从其他书店购进盗版书籍
后抬高价格出售，赚取差价。2017 年 6
月至 7 月间，章某甲又接到购买《日有所
诵》2 万册的订单。他伙同哥哥章某乙委
托刘某、韩某等经营的印刷公司自行印
刷，准备再次销售。不久东窗事发。公
安机关在印刷公司仓库内查获《日有所
诵》书籍共计 22026 册，
以及刘某、
韩某应
他人要求另行印制的其他出版社教辅书
籍 77000 余册。经认定，
均为侵权作品。

知识产权权利人获赔偿

藏身街边的小店，都是老上海的味道
如果说多伦路上聚集了众多历史文化
古建，那它周围的四川北路、山阴路上就是
众多老上海美食的聚集区了。同行的同事
从小在这儿长大，她记忆中常去“四新”买早
饭，
“ 四新”最出名的就是汤团，记者到店的
时候，
熟悉的老食客络绎不绝，
上来就是 5 个
“开口笑”带了走。
四川北路上的西湖饭店，面临拆迁，肉
包子和咸菜面条曾是附近上学孩子的首选。
从喧嚣的四川北路拐进山阴路，画风陡
然变得静谧。新上漆的房子边角依稀显露
了旧租界的残影，周边钟表铺、小吃店、鞋
店、菜场……一应俱全。一路走过的时候，
电风扇的刷刷声、收银的声音、阿姨爷叔在
门口的闲谈和树叶稀稀落落的摩擦声在耳
边参差交叠成一曲交响乐，慢条斯理的节奏
萦绕在这片老虹口住宅区。
“小辰光额味道，老底子额么事。”小店
招牌上两排绿色的卡哇伊体大字在这幽静
的环境中显得甚是打眼，沪语读来格外亲
切。一侧有两行红色小字：
“ 专营，光明（益
明一厂），沙利文（益民四厂），泰康，康元。”
原来是专营老上海品牌食品的小店，熟悉的
名字容易勾起久远的回忆。
店面很小，店铺既是店堂，又是仓库。
货架上满满当当地盛放着袋装和散装的食
品，箱子从最上层货架堆到靠近天花板。深
处悬挂着的巨大黑色电风扇俯视着这局促

的空间。隔着条马路就能看到一堆人头，这
热闹场面还只是工作日的阵仗。
桔红糕、老苏打、动物饼干……每一款
零食都能说出一个童年故事。尤其是拇指
饼干，咸香味十足，咬起来脆脆的，小时候会
藏在书包里当小零食。
如果来到山阴路，最不能错过的绝对就
是
“万寿斋”
。同事又开始说起自己每次回到
虹口，必吃“万寿斋”的故事，吞吞口水，塞好
相机，
迫不及待拥入小店。这家开了 70 多年
的老字号一不开分店、
二不扩大店面、
三不装
修环境。它保留着传统的老味道，生意好得
出奇。店堂里几乎座无虚席，
食客拼桌而坐。
能吸引大家从小吃到大的美味，既不是
山珍也不是海味，而是这样一笼其貌不扬的
鲜肉小笼。咬上一口，里面的汤汁就流淌而
出，但是小申当天去吃，不知是否是天太热
的原因，觉得小笼的皮略干。倒是万寿斋的
“三鲜大馄饨”很不错，个个饱满，肉馅里有
笋丁和虾皮，鲜味十足。冷面也是根根筋
道，加上辣肉浇头，喝上两口鲜香馄饨汤，感
觉夏天是真的来了。
多 伦 路 、山 阴 路 虽 然 不 长 ，但 踩 在 这
古老沉着的石板街上，看着这或砖红或沥
青的老墙头，别有味道。三三两两团坐的
老人，新晋的咖啡小馆和沿街的零食小铺
都给这些历史久远的街道增添了不少生
活气息。
来源：申江服务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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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知识产权办案机制

食尽小吃，玩最小资

权利人及时参与案件并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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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犯著作权类案件中，对权利人
的赔偿数额认定一直是个难题。从著作
权侵权司法实践来看，首先考虑权利人
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再考
虑违法所得。然而，本案涉案的大部分
书籍均尚未进入销售环节。检察机关经
过调查了解并取得出版方的认可，参考
出版发行市场中的平均利润率，认定权
利人的合理损失，
促成双方和解。
经过全面审查，
虹口区检察院认为，
本案复制文字作品份数远在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 2500 份
以上，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刘某系印刷公司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韩某系直接责任人员，上述被告单位、被
告人均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分别追究刑事责任。鉴于章某
甲和章某乙向出版社赔偿损失并取得谅解，检察机关对他
们提出了比其他被告人更为从宽的量刑建议。

两大创新机制保驾护航
以前由于没有将知识产权权利人列为被害人，所以他
们游离在司法程序之外，无法第一时间了解到被侵权的情
况。且由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
权利人无法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其损失难以在刑事诉讼中得到直接合理的赔偿，
只能自行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权。所以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刑
事诉讼中全程参与至关重要，也有利于复杂、新型的知识产
权刑事案件的办理。同时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发现，
若能促使
被告人向权利人进行合理的赔偿，不仅能弥补损失，也能将
刑事案件对于权利人的企业信誉、
决策的影响降至最低。
今年，市检察院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知识产
权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案件和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审查
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向权利人进行告知，权利人将能从案件
审查逮捕阶段起就充分了解自身应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市检察院金融检察处处长肖凯表示，虹口区检察院办
理的这起侵犯著作权案即是本市检察机关通过刑事案件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探索确立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对权
利人赔偿机制的典型案例。检察机关希望通过知识产权权
利人权利义务告知机制和被告人合理赔偿机制这两大创新
办案机制。
来源：劳动报

琴声悠扬 夜色浪漫
夏夜里江风
拂面，位于虹口
滨江的海鸥饭店
平台上琴声悠
扬，来自德国的
街头艺人阿恩·
施密特面对浦江
两岸美景，演奏
起一首又一首钢
琴名曲，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驻
足聆听，为滨江
夜色平添一份浪
漫风情。目前，
每个周末在全市
四个中心城区
16 个表演点，都
能看到街头艺人
的精彩演出。
来源：新民晚报

沪一季度控烟罚款 65 万余元
商业楼宇成投诉重灾区
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中国的控
烟做好了，不仅能保护国民的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
将对全世界作出巨大贡献。为了引起全球公众对烟草流行
之严峻形势及其将带来的致命危害的足够重视，联合国世界
卫生组织从 1987 年起将每年的 5 月 31 日定为“世界无烟
日”，中国也将这一天作为
“中国无烟日”
。
值此第 31 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5 月 21 日至 6 月
9 日，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市
各控烟监管部门在本市组织开展集中控烟执法暨社会宣
传活动。
记者获悉，今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各级控烟执法部门共
立案处罚并处以罚款的场所有 291 户（次），罚款 640500 元；
立案处罚并处以罚款的个人有 198 人，
罚款 14150 元。
5 月 24 日，上海多部门采取暗访督查与执法检查相结合
方式，
加强对市民投诉集中的综合商业体的跟踪督促。
检查结果显示，
得益于《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修订贯彻施行一年多，
超市、电影院、餐厅等公共场所都在加
强控烟。比如在虹口区凯德龙之梦，
门口张贴了显著的禁烟
标识、控烟公益海报，同时设有电子显示屏循环播放控烟提
示和劝阻、举报热线，
不少商场工作人员胸前佩戴着
“控烟志
愿者”的胸牌。
位于虹口区天虹国际广场的宝乐迪量贩式 KTV 店长刘
经理表示：
“自今年 1 月份设立了 7 名控烟督导员后，室内吸
烟情况明显改善。以前一天可能要劝阻 10 多个吸烟的人，
有时还闹得不愉快，现在一天大概就一两例，他们基本都能
接受劝阻。不过，也有些人会在厕所吸烟，劝阻起来就非常

困难。”
星美国际影商城广灵店店长张经理也表示，
放映厅里基
本没有人会吸烟，
大家比较有安全意识，
但是在出口通道、厕
所，
就很难真正做到无烟。
据上海市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统计，今年 14 月，商业楼宇控烟禁烟投诉量占投诉总量的 67%左右，市
民回访表示解决或部分解决的占 71%，
但满意率只有 34%。
从投诉数量、解决质量和市民满意度这三个方面分析，
商业楼宇等场所仍是控烟投诉的“重灾区”。从热线督办核
查情况看，
对商业楼宇的投诉监督检查确实也有难度。检查
必须经过物业保安部门的登记报告后，
在物业人员陪同下通
过层层门禁才能实施，显然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投诉处理
自然也是不满意。
5 月 24 日，
全市 16 个区各控烟执法部门共计出动执法人
员 1314 人，
检查 1500 人（户）次，
拟对 24 家查有控烟违法问题
的场所立案处罚并处以罚款共计 48000 元；
拟对 17 名查有违
法吸烟行为的吸烟者立案处罚并处以罚款共计1600元。
业内表示，对于一些“看到冒烟没法举证”
“听到声音跟
不上人”等“控烟难”的问题，仍需多方共同努力。一方面加
大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健康、文明意识，另一方面调动物
业、商户管理积极性，提升共同参与性，此外，推进相关部门
实施重点监管、严格执法，
一起织好一张联动的监管网络。
以黄浦区为例，随着管理措施的不断推进，该区楼宇
控烟成效逐步显现。据今年一季度数据分析，控烟投诉量
出现逐月降低趋势，从单月最高的 200 余件稳定至每月近
50 件。
来源：
城市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