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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就要做到最好”

一份份完美判决书的背后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姜颖的故事

本报记者陈冰刘玉民
“老师您好

,

我是一名从事知识产权
审判的中国法官， 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
《域名争议的解决机制》。 ”

“中国？中国有知识产权保护？”金发
碧眼的英国教授耸了耸肩， 无奈地摇了
摇头。

十年前这一幕， 深深地刺痛了姜颖
的心。

那一刻，姜颖明白，作为一名法官，

在中国老百姓面前， 她代表着国家司法
机关；在外国人面前，她代表的是中国司
法的尊严和中国法官的形象。

也是在那一刻，姜颖暗下决心：要通
过自己审理的案件， 让外国的当事人及
司法同行们真正看到中国司法的发展与
进步，领略到中国法官的素质与能力。

工科出身的知产法官
高挑清秀，白皙文静，一张笑意盈盈

的脸上架着副精致的细框眼镜， 这个看
上去有些娇弱文气的女法官就是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副庭长姜颖。

1968

年，姜颖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
一个普通家庭。 做售货员的母亲虽然没
有太多文化，对子女的要求却非常严格。

姜颖很小的时候， 她就曾告诫姜颖：“要
么不做，做，就要做到最好。”也许连她自
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姜颖一生
的座右铭。

高中时期， 文科成绩一向优秀的姜
颖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
响，却选择了理科，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
了沈阳大学机械制造专业。 本可以成为
一名工程师， 大学期间学校组织的一次
实习却改变了这个倔强的女孩对自己人
生的规划。面对车间嘈杂的环境，姜颖觉
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就在她对自己的未
来最茫然的时候，机会来了。中国人民大
学招收知识产权法专业双学士， 要求报
考的学生有理工科背景。

在当时， 知识产权法是一个新兴学
科， 又不会使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荒
废掉， 姜颖经过认真考虑报了名。

1994

年
7

月， 拿到工学学士和法学学士双学
位的姜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北京市一中
院。当时，该院知识产权庭刚成立不到一
年， 姜颖无疑是入选知识产权庭工作的
最佳人选，就这样，她成为我国最早从事
知识产权审判的一名拓荒者。

勤奋好学的姜颖很快成了庭里的骨
干，

2001

年，经过重重选拔，姜颖最终脱
颖而出， 成为全国

6

名被派去英国深造
的法官之一。一年多刻苦学习后，姜颖不
顾朋友和同学的好心相劝， 选择了全校
最为严格的教授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辅导
老师。 虽然之前就听说过很多学生都
“折”在了这位教授手里，自信的姜颖却
没有退缩， 她要给自己一年来的学习一
个“交待”。

“中国？ 中国有知识产权保护？ ”

没想到，第一次向教授介绍自己，就
遇到了如此尴尬的场面。

姜颖下决心要把毕业论文做好，要
让外国教授看看中国学生的实力。 她查
阅了大量资料，做了深入研究，终于获得
了一个难得的成绩：“良好”。

“虽然只是‘良好’，但他对我说，这
是他近几年见过的最好的毕业论文。”姜
颖说。

毕业后的一次宴会上， 教授拉着姜
颖， 把她介绍给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

“这是我最得意的学生，她是一名中国知
识产权审判法官。 ”

看着教授骄傲的样子， 姜颖会心地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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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判决书， 树起中国
知产保护新形象

回国之后，姜颖很快投入工作，出色

地审理了大量疑难知识产权案件。至今，

她审理的
1400

余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中，没有先例可循、审理难度大、国内外
关注度高的涉外疑难、 新类型案件就有
400

多件，并且没有一件错案，没有一件
涉诉信访。她在案件审理中提出的“反向
假冒也是商标侵权行为的具体类型”、

“受理不侵权之诉三要件”、“将他人驰名
商标注册为域名使用构成商标侵权”等
观点， 填补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多
项空白。

说起姜颖办的案子， 就不得不提她
2006

年审理的“中国客车侵权第一案”

德国尼欧普兰汽车公司诉盐城中威客车
有限公司、 中大工业集团公司和中通星
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侵犯客车外观设计
专利权一案。

尼欧普兰公司是国际知名的汽车生
产企业， 尤其在欧洲具有广泛用户群和
影响力。 该公司认为其享有外观设计专
利权的大客车外观设计被被告仿造、出
售了，于是，开出了

4000

万元的天价索
赔额。

在我国加入
WTO

前后， 国外对中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颇有微词。 这一
次，中国是否能够切实遵守世贸规则，是
否能够平等保护国内外主体的知识产权
权利？此案立案伊始就备受国内外关注。

姜颖深知此案的分量和身上的责
任。 她潜心学习汽车设计方面的专业知
识， 分析研究国内外关于外观设计专利
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案例， 结合本案的
事实和证据，反复论证。 按照审理程序，

法官可以依据原告提供的照片证据进行
对比， 得出结论。 为了保证事实确凿无
误， 姜颖组织当事人到北京郊区一处停
车场对涉案客车进行实物比对察看。

六月天，顶着炎炎烈日，姜颖在空旷
的停车场围着大客车转了一圈又一圈。

一点一点找相同，一处一处抠差异，再请
双方认定，两个多小时下来，汗水已经湿
透了姜颖的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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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一万两千多字的判决书中，

姜颖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地列出了
20

余
处重要相同和近

20

处细微差别。 最终，

法庭判决被告行为构成侵权， 赔偿原告
2000

余万元。原本心存疑虑的原告公司
代理人拿到判决书激动地说：“中国法官
好样的！ ”

“你就是姜颖？那个审理尼欧普兰汽
车案的法官？ ”

2009

年
3

月，姜颖随北京法官代表
团访问日本。在座谈会上，几名日本学者
认出了姜颖。

“在日本，我发现很多专家对这个案
子都很了解， 他们甚至能够说出判决书
中的很多细节。”姜颖的嘴角挂着一丝自
信的微笑，“他们说， 该案的判决表明了
中国保护外国企业知识产权的力度，增
强了日本人在华投资的信心。 ”

“这些年，姜颖审理的涉外名案不
胜枚举，‘法拉利’案、‘保时捷’案、‘爱普
生’案、‘菲利浦’案……几乎每一起案件
都是知识产权领域的关注焦点， 而每一
件案件的审理， 姜颖都凭着高水准的司
法水平、 丰厚精深的法学功底和令人信
服的公正裁断， 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认
同和赞誉。”北京市一中院政治部主任马
立娜说，“如今， 无论在国内知识产权司
法领域，还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司法界，姜
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名字， 或者
说她已经成为一个中国知识产权法官的
形象代表。 ”

一万六千字，让胜败皆服
“姜颖法官，我简直不敢相信，您在

判决中对我的专利的论述论证， 居然比
我这个发明人还要透彻到位。 面对微软
这样的外国大公司， 我个人的力量是渺
小的， 但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强大不可侵

犯的，这是我坚强的后盾和保障。 ”

这是一起案件的当事人，“郑码”输
入法专利权利人郑珑写给姜颖的信。

微软在其发行的软件中运用了与
“郑码”输入法相似的中文输入法，郑珑认
为微软的行为侵害了其专利权，将微软告
上法庭。 为了对抗郑珑的诉求，微软公司
向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确认“郑码输
入法”专利无效。 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经
审查裁定驳回了微软公司的申请。

2009

年春，微软公司认为被告维持
“郑码输入法” 专利有效的裁定是错误
的，将中国专利复审委员会告上法庭。

汉字输入法的技术和原理， 对于非
专业人士而言，就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

单单那些字型拆分、 字根排列、 区码字
符、位码字符等专业术语，就已经让人望
而却步，更不要说对其方法的原理、规律
等进行技术性分析。

如何准确判断“郑码输入法”较之于
其他输入法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

姜颖凭着苦学深思、 钻研较真的韧
劲， 一遍一遍仔细研读专利说明和专利
复审委员会提供的足足一米多高的证据
材料， 看不明白的地方她就把郑珑和微
软公司技术人员叫来，听他们解释。

最终，法庭判决微软公司败诉。在一
万六千余字的判决书上， 姜颖从专业的
层面全面分析了“郑码” 输入法的新颖
性、创造性，并从司法的角度，认真分析
了对“郑码输入法”专利的效力进行确认
的依据。拿到判决书，微软公司代理人由
衷信服：“这份判决说理清晰， 简直无懈
可击。虽然败诉了，但这件案子让我们看
到中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有力有效
的。 ”

“法庭上，我用郑码技术的本质对微
软公司提出的质疑逐条作出反驳， 我当
时真担心姜颖法官会听不明白我的反驳
内容， 因为毕竟涉及的是郑码编码规则
这种太专业的问题。”郑珑回忆，“可是当
我看了判决书后， 我觉得姜颖法官的判
决书写得太好了！ 不但在知识产权法的
层面上将判决意见写得明确， 而且在相
关专业知识层面上也做出了清晰、 准确
的分析。我想，可能是姜颖法官的判决书
写得滴水不漏， 使得微软方没办法再做
进一步上诉。 ”

完美判决书的背后
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大量技术

性、 专业性的问题， 还会涉及很多繁冗
复杂的国际条约， 因此， 写出一份既有
高超的专业水准又很通晓易懂的知识产
权判决书十分困难。 但看过姜颖撰写的
判决书的人， 却无不为之折服。 然而，

谁又知道， 这每一份堪称完美的判决书
背后， 姜颖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心
血。

“在大家眼里，姜姐永远都是那么神
采奕奕，笑意盈盈，不了解她的人根本想
不到， 这么多年她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和
折磨。 ”说起姜颖，北京市一中院民五庭
法官穆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1995

年，也就是姜颖进入法院的第
二年，由于长期“

5

加
2

”、“白加黑”高强
度的工作，姜颖开始觉得全身疼痛，尤其
是下楼时，仅仅几级台阶，就能让她疼出
一身冷汗。

“开始不知是怎么回事，吃了一段止
痛药。后来发现拇指的关节变得肿大，去
医院作了详细检查，是类风湿。”姜颖说。

类风湿是一种目前医学仍无法根治
的免疫系统疾病，发作时全身关节剧痛，

会导致关节变形甚至坏死， 严重的会失
去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

十几年来， 姜颖就是忍着这样无法

想象的剧痛阅卷、开庭、写判决，止痛药
成了她随身必备的物品，每次开庭前，她
都要吃上一片。如今，她的十个手指都已
经变形，手腕和肘部都已经无法弯曲，拿
笔写字对她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好在现在有电脑，我还可以打字。”

姜颖淡淡地笑了笑。

“姜姐从来没有向我们讲过她的病
情。 ”穆颖说，“有一次，下楼的电梯里挤
得满满的，我劝她走楼梯下去，她却坚持
要等电梯。我很奇怪，就一层楼为什么不
肯走下来，后来熟悉她的同事告诉我，她
不能走楼梯

,

尤其不能下楼。我这才知道
,

她是一名类风湿病的患者。 ”

“这病不发作时没什么， 我觉得没
必要让大家都知道， 但它发作起来还真
是挺疼的。 那时下班回家， 下了公交车
还要走

20

分钟的路， 路不算远， 但对
我来说却挺煎熬的。 有一次， 实在受不
了了， 我想打摩的回家， 老公居然还说
我娇气。” 姜颖的嘴微微撅了一下， 露
出一种小女人的委屈，“不生病的人永远
无法理解， 能够正常走路是一件多么幸
福的事。 ”

“这种病要多休息、多静养才能有效
控制病情， 可姜姐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
个病人。 ”穆颖回忆起

2009

年的一起案
件，“唐山人人医药网在百度上开通了竞
价排名服务，取消该服务后，该医药网发
现在百度自然排名中也找不到自己的网
站了，于是将百度告上法庭。当时我是姜
姐的书记员， 我记得她开了整整一天的
庭。因为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她还请来专
家辅助人员出庭，庭审笔录我就记了

50

多页。开完庭，姜姐撑着桌子很吃力的站
起来，就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她已经是满
头大汗， 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忍着痛把庭
开完的。 ”

“判决结果最终驳回了原告请求，判
决书姜姐改了好几稿，足足两万多字。 ”

穆颖说，“学界对这份判决给予了很高的
评价， 很多兄弟法院和高校教授都来要
这份判决书， 我记得一共加印了

30

多
份。 ”

“姜姐常说知产审判关系到一个企
业的生死存亡， 甚至影响一个行业的发
展方向，所以知产审判无小案。 ”北京市
一中院法官许波说，“民庭法官都是抱着
案卷去开庭，审理知产案件，我们常常要
推着案卷去开庭，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姜
姐身体不好， 却从没有因此降低过对自
己的要求， 她常说，‘判决书要做到没有
一个多余的字’。 ”

“有一次，我们办了一个不太有名的
‘小’案子，临宣判前姜姐整整开了两天
的庭，我经过校对，认为事实查明和本院
认为部分已经无可挑剔了，就先送印了。

没想到宣判的头一天晚上， 姜姐又进行
了校核，发现判决书中当事人‘某某有限
责任公司’， 写成了‘某某有限公司’。”

北京市一中院民五庭法官袁伟说， “第
二天一早， 她把我叫来让我重印， 我认
为不会造成混淆或者不一致的情况发
生， 建议别再印了。 姜姐低头想了想跟
我说， ‘咱们法官平时不准备名片， 咱
们的判决就是自己的名片， 这个名片不
是靠印刷精美或者职务高低来评判的，

而是看你的判决是否响当当、 硬邦邦，

你愿意在自己的名片上落着一粒污点
吗？’”

袁伟说：“后来判决重印了， 名片意
识也一直影响着我，直到今天。 ”

初见姜颖，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白皙
的脸庞总挂着微笑，说起话来柔声细语。

记者不禁怀疑， 这个看上去文弱柔美的
邻家大姐就是审理了“法拉利”案、“卡地
亚”案、“西门子”案等诸多在国际上有着
重大影响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主审法官？

一番采访下来， 记者逐渐被这个外
表柔弱的女法官骨子里散发出的那股子
坚毅和倔强感动了。多年来，姜颖忍受着
类风湿病的折磨， 靠着止痛药， 坚持阅
卷、开庭、写判决，她就这样默默地钻研

着，辛勤地耕耘着，为我国企业良性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司法环境， 也树起了我国
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

看过姜颖写的判决书， 记者有些震
撼了。 几乎每份判决书都在

20

页以上，

就像《中国专利与商标》 副总编莫修所
说：“姜颖不是把判决仅仅当做一份判决
来写，而是把它当做一篇论文来写。 ”知
识产权案件大多涉及先进的技术， 有些
连专业人士都解释不清楚的难题， 在姜
颖严谨细致的判决书中却把它论述得

“比发明人还要透彻到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知识产权学
院常务副院长张平这样评价姜颖：“作为
一个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 确实应该具
有一种国际化的素质， 姜颖就具备了这
样一种素质。 ”的确，姜颖用优异的审判
业绩， 展现了一名新时期专家型法官应
该具备的高素质。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科学技术日
新月异，知识信息持续“爆炸”的今天，我
们需要更多姜颖这样的专家型法官。

记者： 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比较
强， 案件经常会涉及一些晦涩难懂的
新技术， 搞不清楚这些技术就没有办
法做出公正的裁决， 您是怎么解决这
个问题的？

姜颖：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还
是比较有优势的。 我是庭里唯一理工
科学机械出身的法官， 对一些技术的
理解会相对比较快些， 所以庭里会把
一些比较难的案件交给我。 专利技术
都有说明书， 双方也都会提供很多证
明技术的相关资料。接到案件，我先看
这些资料，把不懂的地方记下来，请双
方技术人员作解释说明。 对更专业些
的案件， 我还会在法庭上邀请相关专
家辅助人员进一步讲解该技术。 如果
开完庭还弄不明白， 我就庭后再去咨

询专家。经过这几步，所有的案件相关
技术都能弄清楚。

记者： 看来要做好一名知识产权
法官还必须是个复合型人才。 您在审
判之余还出了不少专著？

姜颖：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总觉得
人活着就该做点什么， 所以闲暇时间，

我会看些专业书或期刊，更新自己的知
识，也会把审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结
一下。 其实专著谈不上，确实参与编纂
了一些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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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还
在《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等期刊上发
表学术论文

28

篇，主持国家级、省市级

重点课题
13

项。 我觉得写些东西对自己
也是个提升，法官，尤其是知产法官要坐堂
问案，但不能仅坐堂问案，还要潜下心来做
些研究、提出司法建议，避免新的社会矛
盾，这些都是法官的责任。

记者：提到司法建议，听说您的很多
建议都被相关部门采纳并且影响了整个
行业的发展？

姜颖：法官办案要跳出案件看案件。

因为一起个案，只是冰山一角，它反映出
来的深层次矛盾和机制体制中存在的问
题，是我们更要关注的。在审理北京网电
博通公司诉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

注册案后， 我根据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出了司法
建议函，建议其规范审批程序，增强透明
度，他们对我的建议给予了高度重视，完
善了相关规定，避免了同类案件的发生。

广州“名人路”案等案件审理完后，我提
出的司法建议都被相关部门采纳。

记者：您为什么
42

岁才要孩子？一个
高龄产妇应该好好休息保养，可您在进产
房的前一天晚上还在病房里改判决书？

姜颖：早些时候类风湿病比较严重，

想把病养好一点再要， 因为病发作时要
吃止痛药，会影响胎儿。后来又赶上我出

国，回国后单位事情也比较忙。 其实，之
前我有过两次失败的孕史。 当时因为没
太注意，也正是庭里工作最忙的时候，一
些事如果我不做， 就会给庭里其他同事
带来负担，也是我体质比较差，结果两次
都流产了， 所以

42

岁才有的我家宝宝。

在产房改判决完全是我自己没有把时间
安排好。应该早一点把这些事情都做完。

如果那天不把判决书改出来， 这份判决
就得等我休完产假了， 那可就是半年以
后了！ 那天护士还说呢， 这是什么工作
呀？ 到这儿了还干活呢。

记者： 您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有点

太苛刻了？

姜颖： 从小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比较
严格，母亲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她是一
个非常积极勤奋的人，她常对我说，要么
不做，做，就要做到最好。所以，我一直以
来都要求自己， 要尽全力把该做的事情
做到最好。无论什么事，如果是我能力不
及，做不好的，我不会遗憾，但如果因为
没有尽力去做，没有做好，是我绝对不会
允许的。所以，不管是在英国留学还是在
国内做知识产权审判， 不论做内勤还是
管理工作， 我都要求自己尽

100%

的努
力。有时候我也想自己会不会太较真了，

可是遇到事情还是会尽全力想办法去做
好，大概是这么多年已经养成习惯了，也
不觉得苛刻了， 也许我骨子里是个完美
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