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邻接权人赋予了诸多权利，用于保护其智慧结晶。但是，知识产权在赋予权利人有限垄断权的
同时，出于对社会大众满足知识、信息需求的保护，也会在一定程度内打破权利人的垄断，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下未经许可使用著
作权人的作品。这种“使用”就涉及《著作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合理使用。 法律支持天津允公（北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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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的含义

所谓“合理使用”，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他人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而直接使用作品。事实上，小到我们每个人在朋
友圈转发一条新闻时的几句评头论足，大到博物
馆为更好地保护馆藏对其进行的复制、拓印，著作
权的“合理使用”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允

许他人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无需支付报酬的
方式使用作品，但是“合理使用”也不是漫无边
界的。在合理使用他人作品时，使用人是应履
行包括“明确注明作者名称”“不得损害著作权
人利益”等在内的诸多义务的。

■合理使用的类型

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对于“合理使用”
规定的新变化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24条规定了13种

“合理使用”的类型：“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
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
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
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
的合法权益：（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
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
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
经发表的作品；（三）为报道新闻，在报纸、期刊、广
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
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
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
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
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著作权人声明不许刊登、
播放的除外；（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
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
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六）为学校课堂
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少
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
用，但不得出版发行；（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
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八）图书馆、档
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为陈列或
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九）免

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
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
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
或者非法人组织已经发表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
国内出版发行；（十二）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
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十三）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前款规定适用于
对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限制。”

和之前的《著作权法》相比，新修订的《著作
权法》对于“合理使用”主要有以下变化：增加了第
十三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为兜
底条款，弥补了之前法律对于合理使用规定的不
足；对第九项关于“免费表演”的规定新增“不以营
利为目的”的限制；对所有合理使用的情形而言，
增加了“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的限制。

二、几种常见的“合理使用”
1.个人使用。个人使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

能接触的最频繁、也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合理使
用著作权的情形。所谓“个人使用”，是指为个人学
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个人使用”作为合理使用的一种情形，其

与侵犯著作权行为区分的核心为是否是纯粹为
个人目的而进行的使用。如果相关使用具有某
种商业动机，或者个人将作品大量复制后向公
众散发，则这些行为已经脱离“合理使用”的范
畴，构成了对著作权的侵犯。

例如，在某创意公司、某农业公司著作权权
属、侵权纠纷一案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认
为：“关于某农业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某创
意公司所举证据足以证实某农业公司未经创意
公司许可，在其微博中擅自使用了与创意公司
享有著作权的涉案4幅图片相同的图片，某农业
公司也认可使用了与涉案4幅图片相同的图
片。从某农业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看，农业
公司系营利性企业，且其新浪认证微博有一定
的粉丝数和关注度。故农业公司在官方微博上
使用涉案4幅图片的行为与其主张的《著作权
法》第2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为个人学习、
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相
符合，农业公司关于其使用涉案图片系个人‘欣
赏’、合理使用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农业公司使用涉案4幅图片的行为构成侵权。”
2.适当引用。在创作作品，尤其是创作评论

性质的文章或者学术著作时，介绍、评论其他作品
就某一事项的已有观点或者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
表的作品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国《著作权法》
将“适当引用”作为合理使用的一种情形，允许为
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适当引用
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那么，“适当”的界限应当如何把握呢？即引用
他人的作品达到多大程度或者多少比例时，就会脱
离“合理使用”范围，转变为著作权侵权呢？司法实
践中，法院会综合“引用篇幅占总篇幅的多少”“引用
内容是否会侵犯原著作权人利益”等因素，最终判定
相关情形属于“适当引用”还是“著作权侵权”。

例如，在某画报出版社与杨洛书侵犯著作权纠纷
案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某画报出版社
在其出版发行的《杨家埠年画之旅》一书第七章中使用
杨洛书的16幅年画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本院认为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从《杨家埠年画之旅》一
书的整体内容分析，该书通篇内容并非对年画本身的具
体介绍或评论，其中“年画‘神话’杨洛书”一章，虽然涉
及了对杨洛书年画作品的简单介绍，但篇幅极少，更多
篇幅文字与具体作品的评价、介绍相去甚远，整体体现
为对杨家埠年画制作人物、事件及作者游历的叙述、介
绍。因此，从内容分析本案中对涉案作品的使用并非对
年画作品本身的评价、介绍；第二，从作品使用的章节及
数量看，该16篇作品所具体出现的位置，与该章节中对
杨洛书年画作品的简单介绍联系性不强，同时选用作
品的数量也超出了简单介绍的幅度。因此，从作品使
用的章节及数量分析本案中对涉案作品的使用也超出
了对年画作品本身的评价、介绍；第三，从上述16幅作
品的使用效果看，上述年画作品的使用增强了《杨家埠
年画之旅》一书的欣赏性、收藏性。从使用效果分析本
案中上述作品的使用客观上阻碍了年画作品作者独立
行使上述作品复制权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综合本案中
《杨家埠年画之旅》一书对他人作品的使用情节，该书使
用上述16篇涉案作品不属于对某一作品具体介绍或评
价，超出了《著作权法》规定的对作品的合理使用范畴。

而在周某某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则认为：“《环球时报》英文
版所刊登的涉案文章使用了《大众电影》杂志历
年来有代表性的六副封面和封底作为配图，旨在
与文字内容相呼应，介绍、评述《大众电影》杂志

的辉煌、衰落及未来。周某某拍摄的涉案三幅摄
影作品构成涉案《大众电影》杂志封面或封底的主
要内容，《环球时报》社对《大众电影》杂志封面、封
底的使用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周某某作品的再现，
该种使用不影响周某某对涉案三幅摄影作品的正
常使用，因此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
3.使用时事性文章。为了便于公众了解国家、

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经
济生活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将“对时事性文章的
使用”视为合理使用情形中的一种。所谓“使用时事
性文章”，是指新闻媒体可以刊登其他媒体已经发表
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文章。比如，《人民日
报》每天都会针对世界时事性要闻发表社论，该社论
即为“关于政治、经济、宗教”的时事性文章。除非
《人民日报》在发表社论时明确“不许刊登、转载”，其
他媒体均可对相关社论进行转载、使用。
对于这种合理使用情形，实践中常常会在“何为

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上产生争议。对
此，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在北京某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与萍乡市农业局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2004年农
业增收背后的隐忧》一文是对2004年农业增收这一
特定社会现象发表的社会性评论文章，属于媒体已
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范

畴……”。而二审法院对同一篇文章是否属于媒体
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
范畴却有不同理解：“本院认为该文属对未来农业形
势的预测、分析的探讨性文章，有作者的观点和创造
性劳动，不是对某一单一新闻事件的分析、评论，不应
作为时事性文章看待而无偿使用”。因为这一不同理
解，二审法院最终撤销一审判决，要求刊载人停止在
网站上刊载《2004年农业增收背后的隐忧》一文。
4.课堂教学与科研使用。为了课堂教学或者科

学研究的需要，大学教授可能会从图书馆复制部分藏
书供学生阅读，实验室导师可能会将外国期刊中的已
有观点翻译成中文供其他研究者参考，上述行为都可
以被认定为“课堂教学与科研”的合理使用。需要注
意的是，此种“合理使用”中的复制，需要以“少量”为
限度。如果复制超过了必要限度，导致了复制品代替
了原作品，实质性地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利益，则相关
行为就将被视为侵犯著作权。
在某私立新东方学校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

中心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中，对于某新东方学校未
经许可复制TOEFL考题并在网上传播的行为，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进行了否定性评价：“根据本案
查明的事实，新东方学校未经著作权人ETS许可，
以商业经营为目的，以公开销售的方式复制发行了
TOEFL试题，其使用作品的方式已超出了课堂教
学合理使用范围，故对新东方学校关于其相关行为
系合理使用TOEFL试题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5.免费表演。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免费表演”

指的就是免费对作品进行表演。这种免费包括对
所有人、所有事务的免费——表演者不收取报酬、
观众不支付费用、表演本身也不以赢利为目的。因
此，即使是支付表演者车马费、向观众收取餐饮费、
场地费的表演，也应被视作收费表演，不能被纳入
“免费表演”的范畴。而我们常见的“慈善义演”，虽
然该演出具有公益性质且表演者并不收取报酬，但
是因为该表演的目的是向公众筹集善款、涉及了费
用，所以“慈善义演”也不能被视作免费表演的一
种，义演时的表演曲目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否则将构成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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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不同意我为患重病母亲支付相关费用
我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

律师信箱

著作权系列五

我和张先生结婚多年，今年年初我的母亲
身患重大疾病需要住院治疗，因治疗费用较
高，我向张先生提出为母亲支付部分医疗费，
但张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支付。请问，我是否

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为我母亲支付医疗费？

读者：赵女士

律师解答：
我国《民法典》第1066条第

（二）项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
产：（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
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您描述的情形，您
作为您母亲的法定扶养义务人，现您的母亲
身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在您的丈夫不同意
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情形下，您可以向法院
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刘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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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王音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实习生 张宝禧
通讯员 仲夏 崔千秋

让青春在肥沃乡土中盛放
——武清区试点开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驻村夜话”工作

武清区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
者白天工作，晚上照样忙碌，组织
大家认真学党史、聚焦村庄发展搞
调查、深入困难老人家搞服务，还
有的在村党群服务中心辅导孩子
们功课。夏日的夜晚，这些年轻人
跟劳作一天的村民们坐在一起，汇
民智、解民忧，全身心为村民服务。

在武清区很多乡村活跃着这样一群年轻人，
他们就是武清区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正在开展
的活动叫“驻村夜话”，通过此项活动，让他们的心
跟村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成为了大伙离不开的
“家里人”。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激发党员群众爱党爱国情怀

“我们今天能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
换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所以我要
更加热爱党，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夜幕
降临，在武清区大碱厂镇二王公庄村，党史学习教
育微党课正在进行当中，村党务工作者、“一肩挑”
翟俊利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利用晚上时间组织
党员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成为了“驻村夜话”的一
项重要内容。
翟俊利说：“白天村民们很忙，没有时间集中

开展学习，为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就积
极利用晚上时间，集中开展学习，目的就是进一步
增强党员们干事创业的自觉性，激励党员们为村
民增收致富，为美化家园做表率、当先锋，让村民
富裕，让村庄美丽。”
为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河西

务镇毛窑村专职党务工作者李壑清非常忙碌。他
积极利用晚上时间，深入农户家中，跟村民商议
收回荒地进行复耕；号召并鼓励党员们积极承
包，将荒地变为致富粮田。为增加村集体收入，
为村民多办实事、好事，李壑清还积极和村民们
商议，引种了15亩优质红薯---烟薯，引领发展
现代都市型高效农业，拓宽村民们增收致富小康
路，很受欢迎。

和村民心贴心
进农家访民情成为“家里人”

周一到周五夜晚8点钟，在豆张庄镇眷兹村，
“一肩挑”多英鑫会准时走进村民家里，跟大伙聊
天，从刚开始的陌生到熟悉，到最后成为了家里

人，“驻村夜话”作用非常大。
多英鑫介绍，刚到村里的时候感到很陌生，

陌生的村庄、陌生的村民，白天一些村民们下地
劳作，一些人到企业上班，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交
谈也不深入。区委组织部开展的“驻村夜话”活
动提供了良机，在区、镇大力帮助支持下，我们每
天就生活工作在村里，白天工作，晚上在不耽误
村民休息的时间段内，到村民家里跟大家谈村庄
发展规划、谈村民的实际诉求、商议解决办法，村
民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
议，涉及村庄绿化、美化，开辟增收致富渠道等，
都非常好。

老党员张德辉笑着说，多英鑫刚来时，我感觉
就是一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并没有太在意，也没想
深入交谈。没想到的是，他很认真，晚上多次入

户，来我们家已经好几趟了，现在我们已经非常熟
悉。作为一名老党员，我93岁了，腿脚不方便，多
英鑫就亲自把党史学习教育书籍送到我家里来，
方便我在家学习。另外，他还利用夜访时间跟我
了解村庄发展史，了解村民需求和愿望，我从心眼
儿里喜欢这个年轻人，我们成为了“忘年交”，我感
到他是真心想为村民干实事、干好事的。

河西务镇东西仓村，是一个蔬菜生产专业村，
白天乡亲们都在菜田劳作，只有晚上大家才回到
家休息。在不打扰村民们吃饭休息的前提下，村
党务工作者薛鹏瑞就会走进村民家里，跟村民们
了解蔬菜生长情况、销售价格等，对村“两委”班子
的希望和建议，村民们特别欢迎他，纷纷拿出自家
种的西红柿、黄瓜给他吃。“驻村夜话”后，老百姓
都说小薛真是为村里来作贡献的，还不享受村里

的各项福利，这才是党的好干部啊！
村民们的接受和认可，成为薛鹏瑞扎根的最大

动力和支持。
薛鹏瑞说：“现在我和乡亲们接触多了，大家都

把我当成了家里人，我也更了解村民心声，工作开展
比以前更高效了。比如，疫苗接种工作，从排查、登
记到发放接种卡，乡亲们大力配合，工作推进得很顺
利。我正在请教蔬菜专家，计划大力发展名特优新
蔬菜种植，增加村民收入。”

帮助群众解难事
关爱“一老”“一小”

大良镇南四百户村的张大爷家只有老两口住，
晚上看电视成为老人必不可少的生活习惯。

村党务工作者范诗浩一次夜访时发现，张大爷
家里的电视机坏了，特别着急。范诗浩二话不说，立
即开始检查电路、查看硬件设置，并替老人联系维修
师傅上门，跑前跑后帮助安装网线、设置电视频道，
最后成功地将电视机修好了，老人脸上露出了笑
容。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到村其他困难老人家中走
访，了解生活需求，帮助解决生活难题，受到了老人
们的欢迎。

在豆张庄镇周立营村，每当夜晚8点，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一间办公室就会亮起灯光，迎来一些孩
子。她们背着书包，来到晚间自习室，是来听赵老师
辅导授课。这名赵老师就是村“一肩挑”、村党务工
作者赵高嘉，他精心给孩子们辅导功课，帮助农村孩
子们把学习搞好。

一位姓王学生家长说，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希
望，但是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不能辅导孩子，特别
着急。没想到，通过“驻村夜话”，赵高嘉主动承担
了这个重任，利用晚上时间定时给孩子们辅导功
课，接了难题，去除了心病，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得
到了提高。

中双庙村“一肩挑”、村党务工作者刘保江也
以“驻村夜话”为契机，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
立晚间自习室，为中小学生辅导功课。他还以小
课堂为平台，为孩子们讲述党史故事和本地红色
文化，不仅解决了不少农村家长为孩子辅导功课
的难题，更推动了红色精神在村里少年儿童中赓
续传播。

武清区委组织部介绍，为帮助村党务工作者加
快成长，他们开展了“驻村夜话”活动，短短3个月
来，精选出来的48名党务工作者，进农家、增感情、
访民情，把实现青春梦想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把青
春的种子撒在肥沃的乡土，为村民们全力搞好各项
服务，做到一根钢钎插到底。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这句耳熟能详的诗句，人
们早已熟记于心。然而，对于
很多中小学生来说，走进田间
地头体验农事生产，了解农作
物的生长过程还是一件有趣的
“新鲜事”。

眼下正值暑期，共青团西
青区委开展了“传承红色基
因 创新劳动实践”津彩假日
红领巾夏令营活动，带领少先
队员们来到天津农学院乡村
振兴培训学院，在社会实践中
体验乡间野趣，感受别样的多
彩假期。

一大早，学生们便来到位于
天津农学院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内
的药用植物种植园。在这里，很
多同学都是第一次见到大黄、桔
梗、薄荷等药用植物。在农学院
老师的介绍下，学生们认真观察
了植物的形态特征，了解了每一
种植物的药用部位、基本药用价
值等信息。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随
着天津农学院园艺园林学院教师
裴毅动情地讲解，孩子们戴上劳
动手套、拿起小土铲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想要亲手体验一下劳动
的乐趣。

播种、分栽、定植……一边听
老师简介技术要点，一边认真地
动手实践。虽然烈日炎炎，孩子
们全然不觉劳累，愉快地沉浸其
中。你来栽苗、他来填土、我来浇
水……大家分工明确、团队协
作。不一会，一株株幼苗栽种成
功，大家相互击掌，兴奋喜悦的神
情溢于言表。

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来田间
体验，大家纷纷感叹：参加夏令营
活动很有收获，不仅认识了很多
植物，还学到了不少田间养护知
识。老师还让我们带一片植物叶
子回去，和爸爸妈妈分享今天学
到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