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新法将于
2021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及其衍生权利的
保护全新升级。
网络作为一个侵权、抄袭等热点事件频发的领域，时常会有新闻曝出。例如，

2020年5月，郭某某曾在微博上发布其为新综艺《少年之名》拍摄的MV，就被网友指
责涉嫌抄袭日本组合SixTONES歌曲。对此，郭某某在微博上以激烈的言辞予以
反驳。郭某某的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曾在2006年被北京市高院判决整体抄袭庄
羽的《圈里圈外》。虽然郭某某曾在2020年末向庄羽正式道歉，但其“抄袭饭”的名声

是不会随着其迟来的道歉而消失的。随着
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一方面，网络上各类作
品“你抄我、我抄你”“东家抄了西家抄”的
侵权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逐渐泛滥、
缺乏理性与底线的抄袭误伤也使得反抄袭之风一定程度上有点矫枉过正。
这里，借《著作权法》全新修订的东风，我们将对著作权领域相关内容进行系

列探讨。今天就先来了解一下著作权所保护的对象——作品。
法律支持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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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作品”一词。书
店里的图书、画廊里的绘画、视频网站中的综艺
节目等，都是我们理解的“作品”。在日常交谈
中，我们也时常会有“你是爸爸妈妈最杰出的作
品”“九寨沟是大自然了不起的作品”等表达。
但是，并非所有我们可以使用“作品”的词汇，都
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受到《著作权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法律对于“作品”的定义，原规定于《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
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最新修
改的《著作权法》在第3条对于“作品”的定义
予以重新明确：“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
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
发展，《著作权法》抛弃了之前对于作品必须
“有形”“可复制”的刻板描述，对作品的界定
更加宽泛。
根据《著作权法》的最新规定，能够成为《著

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
件：作品须为人类的智力成果；作品须是可被客
观感知的外在表达；作品须是文学、艺术或科学
领域内的成果；作品须具有独创性。

作品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
《著作权法》的目的是保护人类的创作，因

此，只有人的智力成果才能够被称为作品。我
们去旅游时，会赞叹大海的壮美、草原的广袤，
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黄山的“迎客松”，
桂林的“山水画”，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但并不是
《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如果我们在游览
这些风景时，用自己的手机对景色拍摄了照片，

成为融入了我们在拍摄角度、光线明暗及距离
和光圈等内容选定的智力成果时，照片就成为
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受到法律的保护。

作品必须是
可被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很多思想活动，在脑海
中勾勒小说情节、进行音乐创作、完成绘画腹
稿。但是，《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必须以某种
可被客观感知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新《著
作权法》所规定的“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含
义。如果仅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或者是头脑风
暴，并不能被称之为“作品”。比如，我们突发
奇想出某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情节，相
应情节必须以文字、声音等形式表达出来，能
够使公众阅读、欣赏及感知时，才能被视为作
品。脑海中的想法是无法被认定为作品，受到
《著作权法》保护的。这就是所谓的《著作权
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法律不仅不保护该思
想，也不保护对该思想的表达。在张某某与杨
某侵犯著作权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40号]
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本案中，张某某主张
杨某侵犯其撰写的‘一种肉鸡的饲养方法’说明
书摘要的著作权，但该‘说明书摘要’受《著作权
法》保护的前提是其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
作品。本案张某某撰写的‘一种肉鸡的饲养方
法’说明书摘要仅涉及对其专利技术实施方法
的表述，其表达形式有限，属于思想与表达的
‘合并’，故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具有独创
性的作品，不应受《著作权法》保护，一审、二审
法院将其作为作品予以保护属于适用法律不
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作品须是文学、艺术
或科学领域内的成果

人类的智力成果浩如烟海，但只有少部分领
域的智力成果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构成法律
意义上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为文学、艺术领域
内多种形式的表达，典型的如小说、电影、歌曲，新
媒体时代下如短视频等。而科学领域的部分表
达，如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和科学模型等，因
为能够展现科学之美，也能够被视作《著作权法》
上的作品，受到法律保护。

与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的成果相比而言，
大多数技术领域内的操作方法、技术方案和实用功
能等，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某一领域内的技术难题，
并不传递某种思想，就无法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作
品”。例如，我们自己发明的某些记账方法、钢琴谱
记谱方法、绘画手法等，就不能被视作作品。在谭
某某、深圳某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某某科贸
有限公司、幺某某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就认为：“对于两原告在本案提出
的《生日歌》等八首改编自公有领域曲谱的音乐作
品的主张，根据两原告的陈述，本院认为两原告在
本案中提交的所谓‘改编曲谱’，并非通常意义上使
用简谱、五线谱的记谱形式创作的音乐作品，仅仅
是一种便于不识简谱、五线谱的人员能够使用钢琴
弹奏上述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作品的指法及指位标
记。两原告亦未将上述使用其自称独创的记谱方
法编写的八首曲谱，以通常的记谱方法——简谱或
五线谱的形式进行作品的再现。本院亦无从判断
其主张的‘改编’是否具有独创性。因此，两原告关
于对涉案八首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曲谱进行改编
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主张的作品不属
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受保护的作品。因此两原告

关于两被告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作品须具有独创性
“独创性”是作品的灵魂，也是作品区别于他

人智力成果的关键。“独创性”包含两个要素：“独”
与“创”。“独”是指“独立创作，源于本人”，“创”是
指“创造性”。

1.独立创作，源于本人。所谓独创性中的“独”，
是指劳动成果需要源于劳动者本人，即作品需要由
劳动者本人完成，不能是抄袭的结果。这种“独”可
以是从无到有的创作，例如作者自身构思小说情
节，并亲自撰写发布，也可以是在他人作品上的再
创作，比如将前述发布的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剧本。

2.创造性。所谓独创性中的“创”，是指源于

本人的智力成果，需要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创造
性，体现作者的独立智慧、展示作者的个性。比
如，我们在心情烦闷时，会在纸上乱涂乱画。这
样一幅“涂鸦”，虽然由我们所独立完成，但是因
为缺乏最基本的创造成分，依然是不能构成《著
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景德镇某实业有限公司与潮

州市某陶瓷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再审审查案
[（2012）民申字第1392号案]中，就认为“独立完
成和付出劳动本身并不是某项客体获得《著作权
法》保护的充分条件”，表明仅有“独”这一条件，还
不足以构成作品。
实践中，对于“独创性”的认定往往是著作权

纠纷的核心，认定一个作品是否构成对他人已有
作品的侵权，其实质也是对于侵权作品是否具备
“独创性”的判断。对于侵权作品的认定，一般采
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即被指控的
侵权作品作者曾接触过原告受《著作权法》保护
的作品，同时被控侵权作品又与原告作品内容存
在实质性相似的，被控作品就有可能构成侵权作
品。在我们前述提到的“郭某某，又抄袭”一案
中，郭某某言辞激烈的毒誓中“我没看过一秒钟
你说的这个MV”的表达，就是通过切断“接触”
这一要件，来否认侵权。
满足上述四个要件之后，相应劳动成果即可

构成《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根据修订后的
《著作权法》的最新规定，作品包括文字作品；口述
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美
术、建筑作品;摄影作品; 视听作品;工程设计图、
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
品;计算机软件;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认定作品的要件，不

能僵化适用，认定一个劳动成果是否构成作品，还
要结合《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及具体规定、结合
劳动成果的表现形式，进行综合认定。比如，时下
火爆的“短视频”，因为满足上述四要件，就属于
视听作品的新形式；而某些数学公式、操作方法，
因其被《著作权法》明确是不受保护的客体，故其
即使满足四要件，亦不应被认定为“作品”。
[罗瑞芳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继承人放弃继承，还需偿还被继承人生前债务吗？

律师信箱

著作权系列一

我父亲于2021年1月份去世，父亲生前
对刘某欠付一定债务。请问，我与姐姐作为
父亲的子女，如果我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
我是否需要对父亲生前未偿还的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读者：张先生

律师解答：
我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

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
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

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
以不负清偿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
承人依法应当清偿的债务，该继承人可以不付
清偿责任。结合您描述的情况，如果您放弃继
承您父亲的遗产，可以不对您父亲生前未偿还
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张博文

作品须为：人类智力成果；可被客观感知；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成果；具有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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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优质农品出“深闺”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王音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陈忠权

赋能头雁 振翅高飞
——武清区培训“一肩挑”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宁河区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实现了蔬菜绿色高
质高效发展。示范区目前所培育的10多个品种的蔬菜及秧苗
一年四季均可上市，市场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刘玉祥 通讯员田雨宸摄

全员培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4月，武清区新一届村、社区“一肩挑”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干部
“头雁培训班”开班，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围绕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一肩挑’干部”为全体
参训学员授课。
“大家首先要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

对党绝对忠诚作为立身之本，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知行合
一的政治明白人，确保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
市委部署要求一贯到底、落地落实。”全员培
训首先点亮主题。接下来，要求“一肩挑”干
部们，要争当群众的主心骨、贴心人、勤务
员，敢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办身边事，
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连心桥”。最后告诫
“一肩挑”干部们，要知敬畏、遵规守纪，时刻
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
为人民服务的，坚决不以权谋私，坚决不违
法乱纪，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
台上领导语重心长地讲解，台下“一肩

挑”干部们全神贯注地倾听，并做好笔记，培
训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在集中培训中，多位
区级领导从提高思想觉悟，到遵规守纪，再
到干事创业进行系统讲述，内容丰富，“一肩
挑”干部们受益匪浅。
此次培训通过采取区级领导授课、外聘专

家学者讲授、基层典型专题辅导等方式进行，
学得深、学得透。为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开阔眼界，培训班还组织“一肩挑”干部们到蓟
州区、静海区等地参观先进村。720名新一届
“一肩挑”干部们时而若有所思、时而热烈讨论，
每当讲到心坎儿里时，无论是在会场中、田地
里，还是在行进的大巴车中，他们马上掏出本
子，记录自己的心得。与此同时，区委党校的
老师们接力开展辅导，让720名学员把培训内
容学深悟透，用理论武装头脑，增长才干，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建“幸福大院”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走进黄花店镇甄营村党群服务中心，村
“一肩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琪等
人正在上党课，来自区委党校的张默雯老师

把党课送到村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党史，并结
合该村实际，围绕怎样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进行具体讲解。
陈琪说，今年被选为“一肩挑”，深感责任

重大，担心本领不够，辜负了村民的希望。区
委组织部及时组织了培训班，让我们集中学
习，收获很大。通过培训学习，政治思想觉悟
进一步提高，更加坚定了实干为民的信念，以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履行使命。今天区委党校
老师又把党课送到村里，让我们非常受益，我
将全力以赴为老百姓多办好事，多办实事。
甄营村是一个有3000多人的大村，60

岁以上的老人很多，一些身体不佳的老人因
为儿女们要出去工作，少人照顾，生活不便。
为改变这一情况，让老人们晚年生活幸福，陈
琪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和市民政局驻村帮

扶组配合，决定建一个老年人综合型养老服
务中心（幸福大院）。但执行起来却遭遇诸多
困难，首先是没有现成的土地。但陈琪没退
缩，及时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大家一起
商议，最后决定把村中一处废弃坑塘填埋，兴
建幸福大院。
建设用地解决了，又接着破解建设资金难

题，在获得市民政局大力支持的同时，陈琪又争
取到了镇里的支持，最后建设资金全部凑齐，及
时开工建设，幸福大院建成后受到村民们的热
烈欢迎。一位90多岁的老人说，我们老人每天
都来这里练书法、健身，特别快乐。一位“五保”
老人赞叹说，我们中午还可以在这里就餐，三菜
一汤，荤素搭配，比自己在家吃强得太多了。
为帮助村民搞好蔬菜种植，陈琪又带领村

“两委班子”和驻村帮扶组共同建了一个设施园
区，由村副主任杨志明负责日常管理，专门种植
名特优新品种，除增加村集体收入外，还为村民
进行示范，引种的铁皮番茄口感脆甜，卖价高，
每亩纯收益超3万元，今年还种了大樱桃，为村
民增收致富开辟了新路。

担当作为
大力发展村庄旅游

今年“五一”假期，武清区河北屯镇李大
人庄村“火”啦！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万多
名游客来到村里，村“一肩挑”薄秋峰带领村
两委班子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热
情接待这些游客，村史馆、采摘园、农家别
墅、亲子乐园，陶艺馆等地到处都是欢乐的
人群，欢声笑语萦绕整个村庄。
游客们开心，村民们也增收了，村民老

李说，3天时间卖果蔬赚了600多元；另一
位村民说，他家卖特色美食，也赚了不少
钱。大家纷纷给薄秋峰竖起大拇指说，这位
当家人心里想着老百姓，选他当村官，没看
错人。
薄秋峰说，今年当选村“一肩挑”后，紧

接着接受了区委组织部的培训，虽然3天时
间并不长，但学到了很多东西，提高了思想
觉悟，增强了为民办事、担当作为的责任感，
特别是增长了才干。过去村里只单一发展
种植、养殖业，不但影响村庄环境，农民增收
也缓慢，通过参加培训，特别是参观外地发
展乡村旅游增收致富的样板村后，更加坚定
了发展村庄旅游的新路。
在村庄漫步，红花绿草格外养眼，特别是

60多幅3 D绘画，直接画在了村民住宅的外墙
上，栩栩如生，不但美化了村容，还成为旅游的
一项内容，很多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拍照。走进
由民房改建的农家别墅，更加喜人，落地窗明
亮，木结构屋顶环保，新式卧具漂亮，院子里还
有摇椅、细沙池，滑道等，深受小孩子们的青睐。
“接下来，我们要在市、区、镇多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在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配合下，
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做大做强乡村旅游，特别
是把一些废弃的民房统一流转过来，交给专
业旅游机构进行翻建更新，兴建更多的乡村
民宿，吸引更多城市居民，让村民得到更多收
入。”薄秋峰表示。

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在信息时代，人们对这句话
又有了新的理解。产品再好，不做营销推广，往往很难打开
销路。特别是在农村，农产品销路不畅一直是制约农村发
展、影响农民增收的难题。

线下实体展示、线上购买配送，北辰区农产品展示中心
把本地百余种特色农产品汇聚起来，“线上+线下”365天
“不打烊”推广、销售，让“锁在深闺无人知”的优质农产品打
开了销路、卖出了口碑。投入运营2个多月来，销售金额突
破60万元，拥有了不少忠实“粉丝”。开业仅两周，便解决
了东堤头萝卜、双口烟薯滞销问题。

在位于北仓镇的北辰区农产品展示中心，记者看到了
琳琅满目的本地“土味儿”。目前，展示中心已入驻企业和
农产品种植、养殖户52家，其中有固定展位企业31家，涉
及特色农产品104个，品牌产品18个。
“庞嘴馒头个大瓷实，有嚼劲儿，回头客特别多。还

有天穆牛肉、金亚麻鸡蛋、双街蔬菜都是咱北辰特色，通
过展示中心的推广，配送到了全市各区。”展示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

市民在农产品展示中心看到的农产品，都能在网上商
城在线购买。依托“果梦源”电商平台，北辰品牌农产品全
部网上销售，统一价格、快速下单、配送上门，“零距离”走进
千家万户。
“我们将进一步扩充农产品展示中心的规模和功能，预

计5月底入驻企业150家，展厅面积扩大到200平方米，并
采用市场化机制，加强品牌包装、产销对接和‘网农对接’力
度，帮助企业注册一批商标、完善一批认证，采取网络直播
带货等方式，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北辰区农业农村委主
任张凯说。

不仅如此，农产品展示中心还与北辰区各企事业单位
工会签订采购合同，以销定产与农户农业企业签订订单农
业合同，定期组织农产品购物活动，为解决产品滞销和品牌
推广助力。

武清区委党校老师张默雯（左一）来到甄营村上微党课。

李大人庄村的村史馆和农家别墅民宿，深受游客青睐。

武清区在区委党校启动了新一届“一肩
挑”干部专题培训班，区级领导同志轮流授
课，围绕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村干部履职
能力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专题、党建引领
基层网格化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内容
开展。通过培训，极大地提高了乡村社区
“一肩挑”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增长了干事创
业的才干。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为乡村振
兴和改善百姓生活倾情付出、贡献一切，成
为真正带领百姓增收致富的“领头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