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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晖轶事

西方古代哲学曾有这样一个悖论：

“飞矢不动。”意思是说，飞行速度极快的
箭仿佛是不动的。 什么情况下才能感受
到“飞矢”之不动？那就是，你要和“飞矢”

飞得一样快。

在采访全国优秀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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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物湖南十佳”余晖时，记者切切实
实感受到了这种“飞矢”之快：长沙方言
快若连珠，走起路来疾步如风，处理案件
删繁就简，个性耿直恰似雷霆……

余晖， 这名将职业法官当毕生追求
的年轻法官，始终“有点不可理喻”地沉
迷在法律世界中，忘我工作，不断探索。

他就像一个追逐梦想的风行者， 只有当
你紧随其脚步、深入其人生轨迹时，才能
触摸到他内心深处那种对法律朝圣般的
虔诚。

作为一名法官
首先要信仰的是法律

身材颀长，脸形方正，目光有神，眉
宇间透着威严与庄重———这是他给记者
留下的第一印象。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楼
1508

室，余晖的“窝”着实有点简陋：除
了布满整个墙壁的长排书柜和一张办公
桌外， 几乎再无他物。 书柜里挤满的是
书，办公桌上堆叠的是大摞案卷。桌上的
点缀是一尊貔貅雕塑和一张全家福。 雕
塑正面的字赫然入目：崇德、尊法、精业、

勤政； 全家福上一家五口笑得幸福而自
在。

“我只是沾了知识产权审判的光，这
点成绩不算什么。与几年前相比，我现在
是‘退步’了，两年前我是承办法官，确实
办了些案子，或多或少给大家有点印象。

现在做庭长，顶多也就是个‘生产队长’，

没什么了不得，真的！”没等记者开口，他
边自我告白边拨通了一名同事电话……

在他弯腰沏茶时， 我们发现他上衣
口袋里揣着支录音笔。

“这是我们公开的秘密，庭里每个同
志都配了一支， 要求大家工作时随身携
带，我自己也不例外。 ”见记者有几分好
奇，他讲起了一则关于录音笔的往事。

三年前， 余晖和一名法官一起到湘
潭去对一起专利案件诉前禁令执行时，

被申请人某公司老板纠集了十余名工
人， 将两人团团围困。 对方为了阻止执
行，用棍棒将自己的左臂打肿了，并大喊
大闹：“法官打人了！法官打人了！ ”当时
情况十分紧急，其他群众也纷纷涌来，好
在余晖急中生智，扬起手机，对他们说：

“法官有没有打人，我的手机可以做证！”

“其实，我那个破手机哪能录什么音
像啊！纯粹是虚张声势而已！ ”余晖笑着
说。

“也就是从这次事件后，我给庭里每
个人都配备了这个， 要求大家无论是庭
审还是单独会见当事人和律师， 必须配
带录音笔这样既是对法官的一种监督，

也是一种保护。”他边说边掏出那只录音
笔。

庭里的法官告诉记者， 其实这已不
是庭长第一次送大家录音笔了， 买笔的
钱全部是余庭长用自己的稿费换来的，

光这一次就花了
1500

余元，人手一支。

“其实大家收到最多的礼物不是录
音笔，而是书。 ”三年前到余晖庭里报到
的法官伍峻民至今还记得当天的情景，

“庭长和我谈了大半天，从法官思维谈到
职业道德，从个人理想谈到法治社会。其
中有句话印象特深，他说作为一名法官，

首先要信仰的是法律。谈完后，还送了我
一叠厚厚的书！ ”

如今，这名自诩为“知识产权审判门
外汉”的年轻人，已成长为余晖手下的一
名“干将”。他承办的法国尚杜·拉菲特罗
兹施德民用公司诉深圳市金鸿德贸易有
限公司和湖南生物医药集团健康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

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
2011

年度知识产
权十大经典案例， 并入选今年

4

月的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

他眼里
揉不进半粒沙子

“对不起，

10

点钟审委会有个案子
要讨论，先失陪一下，我让其他同志和你
们聊聊吧。 ”采访刚开个头，余晖便拿起
录音笔飞奔下楼了。

“余庭长做事风风火火，但绝不会乱
坨（长沙话，乱套的意思）！ ”中途前来找
庭长“理论”裁判文书的法官肖娟闻这样
评价他。

“要是庭长在，你们准会见到精彩的
一幕。 ”她所称“精彩的一幕”是指：自己
常常会为裁判文书同庭长争得面红耳

赤，轻易不肯服输。

她向记者展示了裁判文书审核报
告，在庭长审批栏内，余晖已给文书亮了
“三张黄牌”：“第一张” 对整个文书提出
了宏观修改要求；“第二张” 对证据认定
存在的不妥之处进行了纠正；“第三张”

则是对适应“商标异议程序”打了个大大
的问号。

“围绕该用‘商标异议程序’ 还是
‘商标撤销程序’， 我和他已争论过好几
回合。 可不， 孔祥俊老师的《商标法适
用的法律问题》 一书不也说此种案例要
适应撤销程序吗？” 她显然有点不服气。

“要是你有机会来参加一次我们的
案例沙龙，你就会知道那个场面才叫‘火
爆’。 ”她告诉记者，“庭长通常是最后一
个发言，但也是发言最精彩的，他有时一
口气问承办法官十几二十个问题， 让你
喘不过气。 这时大家不得不对他竖起大
拇指，恨不得回去跳进书海里。 ”

“他眼里啊，揉不进半粒沙子。”视余
晖为“业务启蒙人”的副庭长尹承丽感触
更深，“余庭长对裁判文书的要求那不是
一般的苛刻，如果你没做到‘四点’休想
蒙混过关，即证据必须核实，事实必须查
清，定性必须准确，当事人必须明白。 所
以每个法官都必须将自己审理的每起案
子都办成铁案、精品案。 ”

如今， 庭里所有法官已形成这样一
种自觉：开庭时，必须认真倾听并完整记
录下当事人的每个观点；判决时，对其中
每个观点都必须在文书中进行一一回
应。 装卷时， 哪怕是延期举证的一个通
知， 也要有当事人的签名确认才敢往余
晖那里送。

“‘拉菲案’之所以能成为精品案例，

完全离不开余庭长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
导。”此案承办法官伍峻民坦言，“这个案
子文书前后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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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稿。光其中某一个
小的证据认定， 我和余庭长都要争论无
数个回合。为了将这个案子办扎实，我们
两个没少吃苦头。白天大家都忙，就利用
晚上休息时间在

QQ

上交流。 当时几乎
查遍了国内外所有类似案例， 从法律理
论到司法实践，从证据认定到争议焦点，

一个一个问题解决， 一项证据一项证据
核实。经过我们反复推敲论证，最终形成

50

多页的判决主文，而‘本院认为’就占
了

30

多页， 面对这样无可挑剔的判决，

几方当事人都心服口服。 ”

法条是死的
法官的智慧才是活的

2010

年
11

月， 一起看似简单却缺
乏具体法律适用条文的侵权案子摆在余
晖案头。

内蒙古画家赵某无意中发现， 长沙
某设计公司在自己网站上使用了他创作
的《京剧脸谱》一书中的

100

余幅脸谱，

遂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该公司告上法
庭，并索赔

10

万元。

面对这种新兴网络侵权案件， 不少
法官都感到无从下手， 而余晖却选择了
直面挑战。

他一方面认真分析案情， 另一方面
将视野放得更广。

此案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公司行为是
否构成侵权， 要认定侵权必须认定赵某
对京剧脸谱具有著作权。

“当时，不少媒体都在炒作，压力的
确很大。”余晖说，庭审中，原告赵某当庭
提供了数份其他法院的判决书， 证明其
已在其他法院就类似的事实进行维权，

并得到法院的支持。

面对种种压力，余晖固执地认为，如
果本案之诉与其他法院受理案件属同一
诉讼，则长沙中院不得受理，如不属同一
诉讼，那就应独立行使审判权。

当时，余晖态度十分坚决。

他凭借自己对案情的认真研判和对
网络侵权问题的多年研究， 找到了判决
的正当理由：京剧包括脸谱在内，其权利
主体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不应当由某些
特定的人独享或行使……对于这种属于
共同财富性质的作品的保护， 显然不能
仅凭某本出版物上的署名而将其归属于
个人。

故此，他力排众议，判决驳回了原告
的诉讼请求。

在两岸非物质遗产论坛上， 余晖讲
解此案时， 他的观点得到了台湾法学界
人士和文化部同志的一致认可。

近年来， 随着知识产权新兴案件不

断涌现，余晖总是一次次告诫自己：法条
是死的，而法官的智慧才是活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对法律的执
著，他对法律精神的深刻探索从未止步。

2010

年，河北农民王立山改名“王
跃文”出书，并以“《国画》之后看《国风》”

作为其作品《国风》的宣传广告语，以期
混淆视听，借名人效应牟取不正当利益。

根据宪法， 公民有决定和使用自己
姓名的权利， 王立山改名为王跃文的行
为本身并不违法。但这种行为如不制止，

将导致文化市场的混乱和公民合法的著
作权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作为主审法官， 余晖再一次大胆突
破。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将案件的审判
视角从维护王跃文的合法权益提升到保
护市场诚信交易的高度， 将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对知名形象的特
殊保护中来， 并在判决书中详细地阐述
了理由。

“此判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直
接的效果是被告服判息诉并主动支付了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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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赔偿款，间接效果是此案为
立法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相关内容被纳
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解释之中。”

此案原告代理律师说。

他不仅善于执法办案
也善于思考总结

1995

年，余晖主动放弃潇湘电影制
片厂的优厚待遇，选择考入法院，这一干
就是

18

个年头。院里不少老领导对他的
成长如数家珍： 从助审员到副庭长再到
庭长， 从刑事审判到信访接待再到知识
产权审判，他走的每一步都很坚定。

这期间， 他先后荣获“全省优秀法
官”、“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知识产
权审判先进个人”称号。 采访前几天，湖
南多家媒体同时在显要位置宣布， 余晖
因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取得的突出成
绩，被公众推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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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法治
人物湖南十佳之一， 且是湖南法院系统
唯一一名代表。

当年的刑事庭长、 如今分管知识产
权庭的副院长周芳乐向记者介绍：“长沙
中院去年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中国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基地’称号，成为全
国五家基地之一， 主要得益于领军人物
余晖。 ”

“他这个人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
仅善于执法办案，也善于思考总结。 ”周
芳乐介绍，余晖从

2000

年开始知识产权
审判至今， 已办理过

1000

余起案件，无
一件发回重审，无一件进入再审程序。在
他低调的背后， 其实有着一长串骄人的
业绩———

他承办的“法国鳄鱼商标侵权案”，

被英国
BBC

在内的
30

余家境外媒体报
道，并被称之为“鳄鱼之争十余年唯一清
晰的判决”； 他承办的“铃木商标侵权
案”， 被国务院作为重点案例在

2006

年
9

月举行的“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果展
览会”上推介；他承办的真假王跃文案，

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

100

件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典型案例”之一，也是湖南法院近
年来第一起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
件；他承办的“大众”系列商标侵权案，同
时入选“

2007

年至
2008

年度最佳知识
产权保护案例”和“

2007

年度湖南省最
具影响力法治人物暨法治事件”；经他指
导的“拉菲案”入选

2012

年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并被评为

2011

年全国知识产权
十大年度经典案例。

这些年， 余晖对法律精神的探索从
来不曾停步。 在案件中思考成为他的习
惯，这种习惯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惯性。即
便在动物园观看海豚表演时， 他也在思
考动物表演究竟属于哪一类著作权？ 并
撰写出了《浅析杂技艺术作品的著作权》

的论文。

事实上， 他撰写的每篇论文都来自
审判实践和理性思考： 从

BT

著作权侵
权到知识产权网络侵权公证证据认定，

从杂技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衍生”著作权保护，从商标侵权
案件中销售者诉讼地位的独立性认定到
对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思考……

他先后在《人民司法》、《知识产权》、《电
子知识产权》、《中国版权》等核心期刊发
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十余篇论文获全国
大奖。 凭借丰富的审判实践和多年的法
学研究， 他也被多家湖南高校聘为客座
教授。

藐视我可以
但不能藐视我的职业

多年来， 余晖时刻捍卫法律的神圣
和法官的尊严。

一次去安徽办案， 余晖和一名法官
到一家企业进行证据保全时遇到了很大
阻力。

企业老板陆某叫嚣： “你一个外地
法官， 到我的地盘来办案， 老子由不得
你， 我

2000

元可买你一条腿，

1

万元
可买你的命

!

”

“藐视我可以， 但你不能藐视我的
职业

!

” 余晖义正词严地警告他， “我
现在代表的是国家法律， 即便杀了我，

你也逃不出法律的天罗地网
!

” 对方顿
时无语。

见对方态度缓和了下来， 余晖又做
起了工作：“大家都不要冲动， 现在只不
过是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并不代表你最
终败诉， 法庭通过开庭审理才能作出最
终判决。”最终，该老板配合了他的工作。

今年
8

月， 一名律师在代理一起仲
裁案件时， 凭借自己在律师圈内的影响
力向承办法官发来短信威胁： 如果此案
撤销， 我将与你同归于尽。

余晖知晓后， 当即通知这名律师到
院里说明情况， 并对整个调查过程录音
录像。

经过面对面沟通， 对方坦露了实
情： 因多次邀请承办法官出来“坐坐”

都遭拒绝， 从而片面地认为案子肯定会
撤掉。

余晖听后狠狠地批评了他： “在案
子没有进入审理程序前， 你应该相信自
己的判断。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但
这的确不符合一名执业律师的道德规
范！ 好好吸取教训， 下不为例！”

这名律师在记者的电话采访中承
认， 自己和知识产权庭打交道有十余年
了， 从来没有哪个法官吃过自己一顿
饭、 抽过自己一根烟。

他还特意提到多年前曾代理的另一
起案件： 在代理广东中山东菱威力电器
有限公司诉某家电公司商标侵权一案
时， 由于自己疏忽， 将起诉状中被告侵
犯原告“文字商标” 不小心写成侵犯
“英文商标”， 余晖在开庭前查看案卷时
发现了错误， 要求其撤诉后重新起诉，

“最终余晖主持公道， 我们打赢了官
司。”

“作为知识产权法官，我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也不乏送钱送物者， 但都被一一
拒绝了。”余晖的理由是，“如果收了你的
礼，这个案子肯定会二审，不收你的礼，

有可能一审终结。 ”

有一次， 一名当事人追到机场来表
达“心意”，在拒收之中两人推推搡搡，保
安还以为发生了治安事件，等弄明白后，

保安竖起了大拇指。

如今， 他一家五口（母亲和外婆同
住）还挤在单位多年前分的房里。 他说，

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分个大点的
公务员小区房， 前不久听同事说单位在
摸底调查，自己连夜从外地赶回来，就像
吃了兴奋剂。

“我
2006

年就通过了司考， 也有专
利代理人资格，但他却不让我兼职，否则
也不至于现在还买不起商品房。”曾经是
大学同学的妻子刘颖辉告诉记者。

余晖经常告诫庭里同志说： “我们
选择法官这个职业， 完全是出于对法律
的真诚信仰和不懈追求。 法官决不能随
波逐流， 追求俗利。 要做好一名法官，

在理性判断的同时， 更需要民生情怀与
法官良知。 公正判案绝不能建立在偶然
上， 不学无术却能办好案子那只是自我
欺骗。”

坚定的法律信仰、 精湛的审判技
能、 敏锐的法官思维、 良好的职业心

态， 这些不正是一名职业法官应该具备
的素质吗？

在余晖的法官职业生涯中， 他始终
带着责任去接待当事人， 去开庭， 去
调解， 去撰写好每份裁判文书； 始终
谦逊谨慎， 明察秋毫， 细辨真伪， 以
防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始终坚持学
习， 深入思考， 不断提高职业技能，

锻造职业智慧； 始终把政法干警核心
价值观融入审判工作之中， 通过正义

的判决和满意的调解， 让群众感受到司
法的公正与温暖； 始终怀揣一颗淡泊名
利的平常之心， 不盲目攀比， 正确看待
收入差距。

不论年龄如何变化， 职务如何
变迁， 他的职业理想始终不变， 阳
光心态也始终不变， 这正是出于他
对法律的无限忠诚和对审判事业的
执著热爱！

是的， 他心中， 法最重！

周芳乐（长沙中院副院长）：

余晖聪明好学， 知识面广， 先后通
过了审判资格、 法学硕士和司法资
格等考试。 他承办的很多案子在全
国乃至国际上都有一定影响力， 由
于知识产权具有管辖权选择特点，

不少当事人都愿意来长沙起诉打官
司， 就是冲他办案公正、 业务能力
强来的。

王力夫（长沙中院宣教处副处
长）： 余庭长是我们的偶像， 他是
院篮球队主力队长， 多次率队参加
市里比赛夺冠。 同时， 他也是不可
多得的摄影高手， 院里大型文艺活
动都是他义务摄影。 他的很多摄影
作品都获过奖， 不过， 遗憾的是他
一直买不起更好的相机， 用的还是
多年前的老佳能， 连换个相机屏幕
2000

元钱他都舍不得。

陈静（长沙中院办公室干部）：

今年我结婚时， 原本在省内出差的
余庭长当天却奇迹般出现在我的婚
礼上， 让我和爱人感动不已。 之前
我听同事说过一则趣事， 就是余庭
长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

期间有位客人说了句“法官就是吃
了原告吃被告”， 他当场将桌子掀
倒在地， 离席而去， 弄得大家很没
面子。 还好， 我们婚礼那天他没遇
到这种误解法官的人！

田达良（执业律师、 长沙天心
区人大代表）： 他办事公平公正，

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我曾经代理
过一起本土企业诉外地企业商标权
侵权案， 由于我们前期证据收集不
充足， 他释明法律， 要求我们撤回
诉讼。 从这点可以看出， 他对本地
企业与外地企业一视同仁。 后来这
个案子调解结案了， 双方都非常满
意。

王伟（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

我论文宣读那天， 余老师是现场评
委， 他就一个法律名词解释接连提
了好几个问题， 直接将我给问懵
了。 大家对他是既恨又爱， 他的课
语言生动， 案例翔实， 引人入胜。

但要顺利通过他的论文答辩可难
啊， 他要求实在太严格了！

刘颖辉（余晖妻子、 长沙环境
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他事业
心很强， 也很有家庭责任感。 从结
婚那天起， 就将自己的母亲和外婆
接来同吃同住， 如今已有

15

个年
头了。 他周末几乎没有什么应酬，

在家只有两件大事： 一件是陪儿子
打篮球， 玩游戏； 另一件是陪两个
老人逛商场， 到附近景点旅游。 就
连市区有新店开张， 他也要陪老人
家去看个新鲜， 哪怕什么都不买。

其实， 为我们花钱他舍得， 但他自
己却从不乱花钱， 几年前给他买了
套不到

500

元的西装， 他还非得在
参加各种重要学术交流活动时才舍
得穿， 他身上的衬衣是网上“淘”

的，

50

元不到。 我们学的都是环
境保护专业， 一直认为物尽其用即
可， 不必铺张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