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保护传统资源的知识产权
本报记者 李 哲

在传统资源专门保护机制尚未建立的前提下，个案的
突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乌苏里船歌案、安顺地戏案等经
典案例的判决，充分显示了司法保护在民间文艺保护方面
的主导地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芮松艳向记者介绍了
乌苏里船歌案的具体情况。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
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满舱⋯⋯”这首《乌苏里船歌》被歌唱
家郭颂唱了半个世纪，赫哲族也随着音乐的流传而名扬四
方。然而，在本世纪初，郭颂却因为这首歌而被赫哲族乡人
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这是我国《著作权法》颁布后首例民间文艺作品主张权
利的官司。芮松艳介绍道：1999 年 11 月 12 日，中央电视台
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99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开幕式晚会中，郭颂在演唱《乌苏里船歌》时，屏幕上打出

《乌苏里船歌》的作曲者为汪云才、郭颂。主持人在演唱之
后说：“刚才郭颂老师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
曲，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当做是赫哲族民歌。”

晚会节目播出后，在赫哲族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
赫哲族人一直认为《乌苏里船歌》是赫哲族民歌，许多人纷
纷表示：“流传了多年的歌，忽然间变成了别人的作品，接受
不了”。

在双方协调无果后，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人
民政府将郭颂、中央电视台等告上法庭，称其侵犯了著作
权，要求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乌苏里船歌》
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

2002 年 4 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赫
哲人状告著名歌唱家郭颂、中央电视台侵犯赫哲族民歌《乌
苏里船歌》的著作权一案。最终法院认定，《想情郎》《狩猎
的哥哥回来了》是世代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的民
间曲调，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乌苏
里船歌》的乐曲系根据这两首民间曲调的基本曲调改编而
成，故《乌苏里船歌》的整首乐曲应为改编作品。

任何人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再创作，必须说明所
创作的新作品的出处。这是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
和著作权法中保护民间文艺作品的法律原则的具体体现
和最低要求。因此，郭颂等人在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
歌》时，应客观地注明该歌曲曲调是源于赫哲族民间曲调
改编的作品。

判决还指出，涉案的民间曲调不属于赫哲族某一成员，
但又与每一个赫哲族成员的权益有关。该民族中的任何群
体、任何成员都有维护本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受侵害
的权利。

本案审判长王范武当时曾表示，我们国家 5000 年的
民间文学艺术缺乏法律保障，这对于民间文化的保护无疑
是一个天然缺陷，希望这起纠纷能引起社会的关注，促进相
关法律的出台。

《乌苏里船歌》的作者之争
本报记者 李 哲

在非洲等热带地区，“青蒿素”三个
字绝不仅是一个普通名词，有没有它，或
许意味着生与死的分界。事实上，早在
公元 340 年，东晋葛洪就已在《肘后备急
方》一书中记录了利用青蒿治疗疟疾的
方子，可以说，是传统中医为今天的药品
完成了前期的“研发工作”。

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传统资源的
贡献，如何保障其所有人的权益？这一
问题引人深思。4 月 22 日，在中央政法
委宣教室、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
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共同举办的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国传统
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刻不容缓。

传统资源也要有“权利意识”

在近 年 来 的 一 起 国 际 案 例 中 ，用
“印楝”入药并申请的一项专利被判决
撤销，原因是“没有经过传统医学（传统
印度医学）知识持有人的事先同意，也
没有提供公正的补偿，是未经授权的第
三方盗用”。

随着印楝案、印度姜黄案、药物卡托
普利案等国际案例的裁判，人们逐渐认
识到遗传资源保护与专利权之间的紧密
联系。众所周知，开发一种新药成本十
分昂贵，但如果基于传统医学的知识，就
可锁定研究方向，大大降低研发成本，而
传统医学知识持有人却往往得不到任何
补偿。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属于人类共同
遗产，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这一“强
盗式”理念的改变是从 20 多年前开始
的。“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
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确立
了国家主权、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
三大原则，成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
识保护的重要国际法依据。2010 年，
CBD 第十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名古屋
议定书》，进一步就遗传资源及相关传
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规则作出规
定。”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处长杨红
菊说道，这些进展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遗
传资源、传统知识现实和潜在价值的认
可和尊重，但在如何保护方面仍有不小
分歧。

我国的传统资源像许多发展中国家
一样，面临日渐流失和遭到不当利用的
双重危机，传统资源的保护事关国家的
切身利益，刻不容缓。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通过智慧和劳动创造和传承了优秀的传
统文化，传统资源极为丰富。难以计数
的优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医药及民
族医药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声名远扬的
优质传统地域特色产品等，都是我国各
族各地人民长期以来创造、经营和传承
的智力成果。这些宝贵的传统资源，今
天成为了高新技术掌握者和挖掘利用者
取之不尽的免费信息宝藏。”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管育鹰说。

然而，目前大众对传统资源知识产
权的保护意识仍非常淡漠。“相关的案件
非常少，迄今为止，我只知道两件，乌苏
里船歌案和安顺地戏案。”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法官芮松艳告诉记者。

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

寻求现有制度中的专利保护，是部
分基于传统知识做出的创新成果可以利

用的方法。目前，“国际上已有以最早由
印加人种植的秘鲁传统食物兼药物玛咖
为基础的专利，以最早在瓦努阿图栽培
的药用植物卡瓦为基础的专利”，杨红菊
介绍道。

就我国而言，自 2012 年起中药领
域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都超过 1 万件，
且一直呈现递增态势。此外，传统秘
方、老字号等也可以获得商业秘密、商
标、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等方面的
保护。

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中，“地理标
志被普遍认为最适于用来保护传统知
识、地方文化和生物基因资源等民族传
统资源”，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笑冰
表示，目前，我国已经有不少地方传统特
色产品被纳入了地理标志保护，涉及中
药材、茶叶、酒类、地方性畜、禽、水产品
种乃至陶瓷、刺绣等传统工艺品。地理
标志保护不仅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而且使地方文化、传统工艺、特色资源得
到了整理、保护和传承。

充分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无疑
是一种现实可行的保护策略，但并不是
所有需要保护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都
符合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标准，也
不一定都能取得理想的保护效果。

以民间艺术为例，作为传统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艺术只能在版权保
护的框架内寻求保护。问题在于，“由于
作者不明、表现形式不具体，也难以规定
一个保护期限，因此，目前通行的版权规
则更加适合现代文学艺术作品，而与民
间文艺表现的特点不符”，中国社科院法
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林说。

芮松艳也坦言，目前在相关案件的
裁判过程中，往往出现无法可依的无奈
现状。

专门保护机制亟需建立

量虽多，质却不高，是我国知识产权
尴尬的现状。“虽然我国的注册商标总
量、专利申请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一，但是
绝大多数的核心技术、国际驰名品牌和
风行全球的科技、文化作品仍然掌握在
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手里。”管育鹰认
为，如果我们一味关注追赶对别人长项
的保护，轻视甚至放弃对自己长项的保
护，那将是国家在知识产权政策上的重
大失误。

杨红菊有着同样的看法：“我国需
要及时开展专题研究和论证，积极探索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知识保护模
式，既加强对我国传统知识的保护，也
积累实践经验，推进国际立法，争取国
际话语权。”

目前，传统资源丰富的印度、巴西等
国家已经率先在国内实行了传统知识保
护的相关制度。管育鹰介绍道，印度建
立了庞大的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并向发
达国家开放查询；防止国外利用印度的
传统资源获得知识产权；巴西为防止生
物海盗通过法案明确了“知情同意+惠益
分享”原则，对如何为科学研究、技术发
展或勘测之目的而获取巴西境内的生物
遗产及相关的传统知识、如何公平且合
理地分享使用基因资源和传统知识所产
生的利益、如何实施相关技术转移等问
题予以了详细规定。

正是认识到专门保护机制建立的重
要性，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积极
主张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增加来 源 披 露
要求以加强遗传资源保护。《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

识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建立健全传
统知识保护制度。扶持传统知识的整
理和传承，促进传统知识发展。完善
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利用
协调机制，加强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开
发和利用。”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与国际保护
标准逐渐接轨的同时，也为传统资源的
保护预留了空间。”管育鹰列举道：《著
作权法》自 1990 年始即明确了民间文
学艺术作品受保护，《商标法》在 2001
年的修改中增加了对包括传统字号在
内的在先权利保护和传统产品的地理
标志保护制度，《专利法》则在 2008 年
的修改中增加了“获取利用违法不授
权”和“来源披露”这两个与遗传资源保
护有关的条款。

为抢救、保存生物和文化多样性，
我国 2011 年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同年还成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国家委员会，各级政府都承担了传统
资源收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等方
面的职责。

在地理标志保护领域，王笑冰建议
“应整合完善我国的专门法保护，并将之
由部门规章上升为法律”。他具体介绍
道，《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和《农产品
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作为两种并行的地
理标志专门法，其适用产品范围相互重
叠但彼此缺乏协调机制。应当将二者整
合为统一的专门立法，并由部门规章上
升为单行法，通过强化地理标志保护推
动民族传统资源的开发利用。

然而，需要正视的是，这些涉及传统
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规定仅是原则性的，
相关的配套法规或实施细则至今尚未出
台。各方应加快立法的步伐，以尽早建
立综合、立体的保护机制。

当今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已

经深入人心，侵权专利是被所有人公认

的不齿行为。但也许很少有人能想到，

专利保护有时也是一种“强盗行为”。

一种名为卡托普利（开博通）的药

物是治疗高血压的全球畅销药，某美国

制药公司拥有其绝对的专利权。然而，

该药是利用巴西特有的毒蛇的毒液制

造而成，千百年来，巴西土著一直在使

用这种毒液治疗疾病。美国制药公司

利用了巴西土著的传统医学知识与当

地的稀有生物，并用专利保护的形式

“垄断”了自己的利益，这对当地土著而

言，无异于剽窃和掠夺。

同巴西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拥

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同时却缺乏先进的

利用能力，往往造成了传统知识持有者

与利用者分离的现状。由于双方的利

益诉求不同，国际争议处置漫长曲折，

难以达成一致。

目前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

在西方工业化时代形成的，之后的发

展也是按照技术发达国家的需求进行

的，传统知识整体上被现代知识产权

制度置于公有领域，可以任意免费使

用。有学者认为，本世纪以来，西方依

托其高新技术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扩张

获得的国际经济利益更加明显，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被发达国家

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开发利用并获得知

识产权保护，从而为权利人带来极大

的经济利益。

为了保障国家权益，目前巴西、印

度、秘鲁等传统资源丰富的国家已经在

国 内 实 行 了 传 统 知 识 保 护 的 相 关 制

度。有的通过相关立法，有的成立防止

生物海盗国家委员会等组织，有的建立

庞大的传统知识数据库等。

我国在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促

进科技创新的同时，也应该运用智慧，

基于国家主权、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

享三大原则，尽早建立新的知识产权制

度，以保护我们丰富的传统知识及生物

多样化。

莫让专利保护成为“强盗行为”
敦 临

世纪之初，这首源于赫哲族民间

曲调改编的作品引发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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