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作品的“交互式传播”代替传统的单项传播，成为了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对于作品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也应运而生。近日火爆的多名艺人联合多家平台发声抵制短视频平台随意截取电影、电
视剧片段进行播放，要求短视频平台净化调整的事件，就是在抵制短视频对电影、电视剧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
犯。那么，著作权都包括哪些内容呢？我国《著作权法》主要规定了两大类著作权：著作人身权及著作财产权。这
里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帮我们从专业的角度系统分析一下相关内容。 法律支持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

罗瑞芳 胡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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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著作人身权
有一句形象的语言描述，可以刻画出著作

人身权的特征。“作品就像是作者的儿子，作者
就像是作品的父亲”。任何一个作品，除了具
有经济价值之外，其上一定会倾注作者的心
血，体现作者独特的人格、思考、意识及情感等
内容。哪怕是针对同一题材的小说，描绘同一
片风景的绘画，不同的作者所产生的作品都是
不同的，这也是著作权所保护“著作人身权”的
价值所在。正是因为著作人身权有这样的特
性，所以是不可以转让或者继承的。这也就意
味着，作者一旦创作出作品，该作品就被刻上
了作者的烙印，无法再与作者分开。
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规定了4类著

作人身权：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及保护作
品完整权。
1.发表权。发表权是指作者有决定是

否将其作品公之于众、于何时何处公之于众
的权利。作者创作了作品之后，既可以选择
将其发布在网络上，供公众品读，也可以选
择与三两好友分享，更可以一直将其视作自
己的宝藏，独自一人品鉴欣赏。著名作家卡
夫卡在逝世时，就要求其女友烧毁其所有作
品，不愿意将自己的任何作品公之于众。卡
夫卡的女友违背其意愿发表作品，虽然使世
界获得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但实质上是
违背了卡夫卡的临终意愿，一定程度上是侵
犯了其发表权的。
发表权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是行使一

次之后就消失的权利。作者一旦选择行使
发表权，其后果是不可逆的。作者行使发
表权后再次公开利用作品的，将不再构成
对作品的发表。
2.署名权。署名权即作者在作品上署

名的权利，是著作人身权的核心，也是为何作
品被称为“作者之子”的原因。作者可以选择
署名，也可以选择不署名，可以选择署真名、

笔名、艺名甚至假名。除此之外，作者的署名权
也不因其作品被改编或演绎而有所改变。作品
被改编后，原作者在改编作品中依然享有署名
权利。我们在电视剧片头所看到的“根据某某
某同名小说改编”的字样，就是原作者行使署名
权的体现。

3.修改权。修改权是指作者修改或者授
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修改权与后面要提到
的著作财产权中的“改编权”不同。修改权仅包
括对作品内容作局部的变更及文字、用语的修
正，而改编权则指基于原作品的表达，创作新的
作品的权利。

4.保护作品完整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是
作者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他人不得
随意删改、歪曲作者的作品。这种不得删改、歪
曲，需要达到实质性改变作品意思的程度，轻微
对作品细节进行修改，不能算作对于“保护作品
完整权”的侵犯。比如，在2020年疫情期间，某
作者发布号召公众不信谣、不传谣，呼吁相关部
门信息公开透明化的文章。如果编辑对该文章
进行部分词语及错别字修正，是不构成对作品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的；但若有读者恶意截
取文章内容，将作者的意思歪曲成绝不信任相关
部门公布信息的意思，就构成对作者“保护作品
完整权”的侵犯，作者可以追究其侵权责任。

■什么是著作财产权
著作权除具有人身属性外，还具有财产属

性。著作财产权即著作权中的“经济权利”，是
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享有的以特定方式利用作
品并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与著作人身权的人
身依附性不同，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或继承。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规定了13种著作财
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
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
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及应当由著作权人
享有的其他权利。正是这些具体的权利样态支
撑和保障了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而所谓侵害

了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也具体表现为对不同
的权利内容的侵害。了解这些具体的权利内
容，既是著作权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心，也
是我们日常行为中需要把握的边界红线。特别
是在网络文化发展及自媒体时代繁盛的今天，
避免一不小心步入了侵犯著作权的坑中。
1.复制权。复制权是著作财产权中最核心

的权利，是著作权产生之初就存在的，也是最常
见、侵犯后对著作权人利益损害最大的权利。对
于著作权人而言，即使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保护
好复制权也依然是保护好著作权的前提和核心。
所谓复制权，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作品的
专有权利。只要符合构成复制行为的要件，一
种再现作品的行为就应当得到复制权的控制，
而无论其实施的手段、形式及载体。从平面到
平面、从平面到立体、从立体到平面的复制，都
是“复制权”可规制的复制。
随着网络及数字化的发展，复制的形式呈

现更加多元化的形态。例如，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深圳某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侵犯著
作权纠纷案[（2004）二中民初字第11835号]
中就认为：“深圳某公司通过固化在IC卡上的
形式将《渴望》曲内置为其7688型移动电话机
的来电提示铃音，且时间长达50秒，虽然不是
完整地表现出该作品的全部内容，但用户完全
可以识别出这段铃音就是《渴望》的片段。因
此，应认定被告的上述行为是对《渴望》曲作品
的片段的录制行为。”
针对目前的新情况，新修订的《著作权法》

在复制权的规定上，新增了“数字化”这一可复
制作品的新形式。
2.发行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

权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
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同发表权一样，发行权也是“一次用尽”的权利，
即虽然著作权人享有以所有权转移方式向公众
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权利，但作品首次销

售或赠与之后，著作权人就无权控制该特定原
件或复制件的再次流转。如某作家已经决定通
过出版方式公开发行自己创作的小说，读者购
买该小说后，某作家便无权再干涉读者对该小
说的再次转售、赠与，因为该作家其对于小说的
发行权已经用尽。

3.信息网络传播权。随着互联网时代的
发展，作品的“交互式传播”代替传统的单项传
播，成为了作品的主要传播方式，对于作品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也应运而生。所谓信息网络
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
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
行为。我们现在随时随地可以通过手机、平板
观看视频网站上的综艺、电视剧，就属于“可以
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情形。如果
未经著作权人允许，将其作品上传至网络供公
众随时随地浏览、查看，就构成对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侵犯。近日火爆的多名艺人联合多家
平台发声抵制短视频平台随意截取电影、电视
剧片段进行播放，要求短视频平台净化调整的
事情，就是在抵制短视频对电影、电视剧等信息
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交互式
传播”的形式已经不仅局限于互联网，而是越
来越多样化。数字电视等更加新型的方式，也
应被纳入“交互式传播”、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
保护的范围。

4.改编权。改编权是指改变作品、创作出
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改编权属于演绎
权的一种。只有保留原作品的基本表达、通过
改变原作品而创作出的新作品，才属于《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改编。仅仅根据原作品的思想创
作出新的作品，则不属于改编。例如，编剧将大
热IP改编成电视剧，就属于《著作权法》上的改
编，而针对某一游戏生产的游戏作弊器，就属于
根据原作品思想创作的新作品，不再属于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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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权系列三

【基本案情】
原告杜某某（女）与被告王某某（男）系夫妻关

系，双方婚后共同购买了位于红桥区的一处房屋，登
记在王某某名下，后变更登记在杜某某名下。2017
年10月，双方经协商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约定
上述房屋归杜某某所有，王某某自行解决住房问
题。离婚手续办理完后，王某某以协议离婚是“为了
规避买房‘限购’政策，不是其真实意思”为由拒绝腾
交上述房屋，杜某某遂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红桥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杜某某与被

告王某某于2017年达成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对双
方均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当按照该离婚协议履行。
房屋已经约定归原告所有，被告应及时将房屋交予原
告，以“协议离婚只是为买房及办理手续”为由不同意
腾交房屋没有法律依据。法院另查明，原告曾在离婚
时支付90余万元以被告的名义购买了津南区一处房
屋，登记在被告名下，该房现已交付被告使用。综上，
法院判决被告将红桥区的房屋腾出交付原告。

【法官释法】
本案是一起因协议离婚产生财产纠纷的典型案例。

日常生活中，常有为钻住房限购、子女上学等政策空子而
“假意”离婚或协议离婚后反悔的情况。离婚协议中关于财
产分割的条款对离婚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民法
典》的规定，双方离婚时可就财产分割达成协议，订立财产
分割协议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协议合法有效，一
旦签订，双方都应严格履行。
法律的重要价值是保护合法权益。遵守法律，其合法

权益必将受到法律保护；反之，不遵守法律、无视法律规则，就
应当承担不受法律保护或者受到法律追究的风险。当事人
主张或实施“假离婚”，其目的是为了追求法外利益，视离婚为
牟利工具，玷污婚姻关系的纯洁性，背离婚姻的目的和属性，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法院应当否定“假离婚”的诉
请，维护已经生效的离婚协议效力。本案中法院以事实为根
据，否定了以“假离婚”为由拒绝履行财产协议、恶意占有离婚
后属于女方财产的行为，保护了妇女的合法财产权益。同时
应当说明的是，离婚协议一旦生效，就产生了法律效力。我国
《民法典》设计离婚冷静期制度，其初衷就是为了有效避免草率
离婚，维护婚姻家庭稳定。 红桥区人民法院供稿

以“假离婚”为由
拒绝履行财产分割协议
法院判决：腾房

王飞 霍唯一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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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农精品”
来到市民家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李美娴 邓雅轩

“小集赞”推动乡村“大治理”
——宝坻区方家庄镇探索推出“积分制”引领乡村治理新风尚

“5 月 13 日参加大扫除集赞两个，25
日参加科普讲座集赞两个……6 月 9 日参
加端午节活动集赞两个，阮丽君获赞总数
10 个。”
日前，在宝坻区方家庄镇陈家庄村，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薛荣芳正在翻看台账，
统计“互赞驿站”模式推出的一个月以来，村里
第一个获赞最多的“明星个人”。
陈家庄村是方家庄镇创新推出的“互赞驿

站”试点村，每月25日，由村“两委”会、包村干
部、村民代表组成的评定小组就会挨家挨户地
进行集赞评定。
村民朱素华是出了名的“爱干净”“利索

人”，“互赞驿站”设立以来，家庭环境卫生点赞
项目她总是能拿满分。“在全村评比，分数低了
面子可挂不住。再说了，集赞还能兑换成生活
用品，我更高兴了，天天都打扫一遍，争取保持
第一名。”朱素华说。
不仅把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净利落，热

心的朱素华还自觉担当起了整条街的“卫生指
导员”，看到谁家门口的垃圾桶脏了或者破损
了，就主动上门提示更换或者清洗。
现在，陈家庄村里家家户户都比着做

卫生，村民们打趣说：“谁谁家 30多年都没
像现在收拾得这么干净过！”充分考虑百姓
需求，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互赞驿站”模式
不断细化完善，逐步形成了包括爱国爱党、
遵纪守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等 8大项 28
小项较为完善的“互赞”体系。村民人手一
份集赞卡，村“两委”会设立集赞台账，符合
获赞标准就得分，群众互相记录、互相监
督、互相点赞，全村人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都被调动起来。
“每月25日集赞评定后，我们就把结果制

作成台账，以电子版和各种表格的形式列出每
家每个月的情况，并把结果公示出来，实行一月
一检查、一季度一公示，做到公平公正。”薛荣芳
介绍说。
在推行“积分制”的过程中，激发群众参与

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运用好集
赞结果是关键，方家庄镇从树立正确导向入
手，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努力让
“集赞制”发挥出激励、约束双重作用，真正实

现“小集赞”在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中“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

薛荣芳介绍说，奖励方式以精神奖励为主，
物质奖励为辅，精神奖励主要是集赞获赞数多
的个人在各类评优、评选入党积极分子的时候
会优先考虑，家庭在最美家庭、文明家庭评选的
时候也会优先考虑。物质奖励是和村里超市签
订了合作协议，对于达到20个赞以上的家庭每
个月可以兑换生活用品。

推行“互赞驿站”模式以来，村庄人居
环境显著改善，邻里间互帮互助的好人好
事越来越多，文娱活动更加丰富接地气，乡
风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只要是对集体有益

的事，即使没有纳入到集赞项目中，村民们
也抢着去做。
村党群活动中心的休闲广场宽敞明亮，但

大家都说少了几分景致。有人提议找几个闲
置的旧水缸，在里面种上莲花，一定意趣盎
然。三个热心村民主动联系薛荣芳，将家里的
旧水缸捐出来。眼下，薛荣芳正在联系专业人
员将水缸喷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再栽植上莲花，给小村增添情趣。
村庄环境越来越好，村民向心力越来越

强。热爱广场舞的村民方志云说，我们的生活
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跳舞的精气神也大了，跳
出我们老百姓的高兴劲儿来。

你为集体付出，集体为你点赞。陈家庄村
的有益探索，成功调动了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
理的热情。村民的思想观念从以前的“要我参
与”变为如今的“我要参与”，从以前的有时“老
实人吃亏”转变到现在“德者有得”，村“两委”开
展工作从“任务命令”转变为“激励引导”，为全
镇的乡村治理积累了经验。
“下一步，我们将把陈家庄村在推行乡

村治理积分制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示范
作用在全镇大范围推广，在实现农村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路上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方
家庄镇党委副书记田荣华说。

“小站稻、沙窝萝卜、蓟州酸枣汁、茶
淀玫瑰香葡萄，这里的天津优质农产品
太多了，以前都是要到郊区买这些东西，
现在送到家门口了，太棒了！”日前，位于
河西区气象台路上的天津市津农精品展
示中心正式开门营业，吸引了很多市民
前来先睹为快，大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
由衷的赞叹声。

该中心面积500余平方米，分为三个
功能区，一楼是涉农优质农产品展示区，
按照应时应节、优中选优的标准，从170家
“津农精品”企业中筛选了66家，涵盖肉、
菜、蛋、奶、鱼、果、粮、种等八大类、近300
种农产品。耳熟能详的小站稻、蓟州八姐
糖醋蒜、蓟州板栗、岳川泡辣椒等品牌农产
品均在展示中心精彩亮相。

蓟州区绿食中心负责人李宝广高兴
地说，大家都知道蓟州山好、水好，种
（养）出来的粮菜果、鱼虾蟹品质好，但是
在市区缺乏大型展示中心，销路也单一，
没想到这次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联合建
立了这个精品展示中心，让蓟州区的很
多农产品得以在此精彩亮相，对促进销
售将非常有意义，对我们带领农户继续
壮大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将起到很好的
推动作用。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
该运营中心由市农业农村委、市农学会、天
津食品集团共同建设，集产品展示、品牌策
划、专家咨询、直播宣传和“三农”数字化服
务平台于一体，目的就是集中展示天津优质
农产品，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买到，也让
更多涉农企业和农户拓宽销售渠道，优品卖
上优价，促进增收致富。
“津农精品”展示中心还专门开辟一

层农业智库专家区域，聘请多方面专家
为品牌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出谋划策，传
授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趋势和优质农产
品生产技术等；还会定期在展示中心举
办专项直播推广、品牌产业策划等活动，
扩大“津农精品”品牌“家族”，向消费者
推广绿色优质、营养健康的农产品，不断
提升“津农精品”的市场竞争力。该展示
中心运营采取线下展示、线上销售模式，
市民可以在线下参观后，在线上下单网
购，将很快送到市民家门口。有关人员
还会帮助市民甄别线上销售的“山寨”
“仿制”假冒天津优质品牌农产品，买着
放心，吃着开心。

方家庄镇创新落实“乡村治理积分
制”，探索推出“互赞驿站”模式，村民互赞
兑换积分，摈弃陋习倡导文明新风尚，逐
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
乡村社会治理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