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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次落槌都无可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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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老师的办案“三部曲”

见到曹柯，你绝对想象不出这个个
子不高，稍显瘦弱，放在人堆里就可能找
不到的平凡男子手执法槌的样子。

不过如果跟他接触多了，相信你会
和记者一样，会更多地记得他那双坚定
的眼睛，记得他有条不紊、逻辑清晰、侃
侃而谈的语气，记得他平凡样貌下一颗
执著的心，一份让人深深认可的职业坚
守：让每一次落槌都无可挑剔！

曹柯，中共党员，1976年生，民商法
学硕士。1998 年大学毕业即进入法院
工作，从书记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先
后担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现
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三庭庭长。

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十年有余，
有着“全国优秀法官”“重庆市人民好公
仆”“重庆市十佳法官”“重庆市审判业务
标兵”等光环，被同事和当事人甚至不少
代理人尊称为“专家法官”。

对于这个称呼，曹柯每次听到都会
谦虚地推辞。

民三庭法官黄键替他解释说：“曹老
师的专家法官形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他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丰富，尤
其在把握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尺度方面
有独到见解；二是知识产权案子本身的
特性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我们
在疑难案件讨论以及他对其他法官的指
导过程中感受到，他在某些领域当中研
究得很深，比如关于商标的运用、专利等
方面，特别是跨国公司商标纠纷领域很
有研究。这得益于他一直以来在办案过
程中的学习和钻研。”

“‘你不可能懂’这句话刺
激到我了”

曹柯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天平造型的
页钟。

“这个带响声的页钟，意在提醒自己
珍惜光阴、加紧学习。”曹柯说，“再忙也
要坚持每天学习一个小时。”

而他借案学习的习惯，源于第一次
办理知识产权案件。

2005 年 3 月，曹柯审理的一起计算
机软件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开庭，双方专
家证人在辩论涉案专业技术参数时越说
越激动，争得面红耳赤，让庄严的法庭也
喧闹起来。

“肃静，请你们双方各自陈词，表达
清楚！”曹柯履行法官引导庭审的职责。

谁知，一名专家扭过头来，不屑地
说：“你不可能懂！”

那一刻，曹柯的脸涨得通红。
“这句话刺激到了我，差点击溃我的

自信。”曹柯意识到，文科出身的法官要
想办好知识产权案子，尤其是涉案领域
为电子、机械、生物等理工科的，还缺乏
很多东西。

“有时候，上帝让我们跌倒，是为了
给我们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面对质
疑，曹柯放下“科班出身”的骄傲，当时已
29岁的他像着了魔一样开始学习、钻研
涉案的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知识。

最终判决公布时，双方当事人没有
提出质疑。

从此，曹柯就将这个借案学习的习
惯保持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总结了学
习“三步走”模式，即走近书本、走访专
家、走进现场。

“像‘菜鸟’一样边看书边
办案”

曹柯认为，审理知识产权案子的重
点和难点在于，不仅需要像刑事和其他
民事案件那样从法律层面落脚到事实层
面，还要从事实层面推断其他学科领域
原理，然后再回到法律层面作出法律判
决。

“而要做到这样，就需要寻求法学与

其他门类学科的切入点，如果法官不懂
其他相关学科基础知识，无法逻辑清楚
地结合起来在判决中让受众信服，比如，
要描绘一个专利技术，用法律术语可以
描述其现象，但要说清楚其本质就需要
结合专业知识，这就很考法官功力了。”
曹柯相信自己在法律层面完全没问题，
但要弥补涉案专业领域相关基本知识，
必须边学边做。

2007年 7月 30日，曹柯受理了到民
三庭后的第一件案子。

原告——邱则有
被告——四川博大新型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重庆喜地山置业有
限公司

侵权专利——“一种现浇砼填充用
空心胎体及其应用”

看到这一串专业名词，想来很多人
读起来都会选择“跳过”，但曹柯却不能

“跳过”。作为一名要对案件作出司法裁
判的法官，为了让裁判更专业，让当事人
更信服，他认为“首先你必须要听得懂！”

习惯性地一头扎进书本，曹柯跟在
大学任教的同学借阅了相关教材熟悉涉
案领域专业知识、专业术语，又向当事人
借阅涉案专利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书、
产品生产操作规程等书籍，还上网查阅
了相关资料。

“现浇砼就是在施工现场支模浇注
的混凝土；一种现浇砼填充用空心胎体，
包括空心胎体和撑脚，撑脚设置在胎体
的外壁上，外壁围合形成有空腔的空心
胎体；而现浇砼空心楼盖是用轻质材料
以一定规则排列并替代实心楼盖一部分
混凝土而形成空腔或者轻质夹心，使之
形成空腔与暗肋，形成空间蜂窝状受力
结构，是空心楼盖技术中的一种……”啃
完书本，曹柯对这些基本名词术语也是
语焉能祥了。

甚至因为连续几天脑子里都是这些
描述，走在办公楼期间的曹柯看见眼前

的建筑，嘴里不自觉就念出了“应用于现
浇砼空心楼盖中，具有强度高、不易破
损、受力与传力性能好、施工方便、成本
低等特点……”

而这个一有时间就描述目之所及物
体结构的行为，也随着他办理涉及机械、
建筑等领域案件的增多而愈加突出。

“有次碰见他拿着一支钢笔念念有
词，‘长形柱状、中间略鼓……’”耳濡目
染曹柯学习钻研热情的年轻同事阳路
说，“估计是陷进书里的后遗症，让人有
种‘走火入魔’的即视感，呵呵！”

“法官不可能精通所有领
域，需借助专家之力”

看书是为了听得懂基本概念，接下
来要能正确作出判断，还需要“兼听则
明”抓住争议焦点，理解其所涉技术要
点。

“审理在技术理论上存有争议的案
件，合议庭通常都鼓励原、被告充分陈述
其技术观点，这让一场庭审经常像一次
技术研讨会，我们也在其中迅速汲取补
充相应专业知识。”曹柯说。

“有害水平分力”就是曹柯在 2005
年对一件涉及某个摩托车配件压制方法
的案件开庭时，先让双方技术人员对质
时，从中发现的重点术语。

该案原、被告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
采用冷挤压方式生产某摩托车配件时，
上下挤压是否产生有害水平分力。因为
产品采取冷挤压的方式成型，上下挤压
时产生的横向力量会损害产品，而如何
避免这个力量就是涉案专利的发明点。

曹柯对这个概念的印象深刻，因为
那个案子本身不难，这个关键的有害水
平分力的形成也属于他能理解的物理学
范畴，考虑到“从事我们这一行最怕在当
事人面前显示自己对理工科知识的无
知，否则很难让当事人信服我们的判

决。”他在第一次开庭后，又把作为证据
提供的专利文献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
遍，保证了案件的顺利服判息诉。

“法官不能用行外知识判断行内事
实，更不能作出超出法律事实的判断。
在一些复杂疑难案件中，当我们无法判
断双方技术支撑孰真孰假时，可求助相
关领域专家。”跟着曹柯等人逐渐丰富审
判经验的年轻法官陈聪说。

鉴于重庆理工大学在光电技术方面
有一定名气，重庆五中院民三庭受理有
不少涉及电路方面的案件。为了更好地
借助该校的专家技术力量，2013 年，曹
柯主导了和该校的产学研及司法实践合
作机制。

根据该合作机制，遇到涉光电技术
案件，曹柯他们可以到学校借用专门实
验设备，把涉案产品转换出一份电路图，
同时听取学校教授的讲解，以弄清楚基
本的电路比对原理。

同时，在该校选取了物理学、工程技
术专业的 4名老师作为人民陪审员库，
参与案件审理，帮助法官理解相关知识
并作出准确判断。

当然，法官的义务是进学校开示范
庭审，并在庭后跟学生讲解普法。

“这两年更好了，重庆市高级人民法
院民三庭牵头建了个专家咨询委员会，
有科协成员等各个领域专家力量在其
中，我们需要的时候都可以联系这些专
家给我们作咨询意见，这让我们作出更让
当事人信服的判决更有底气了。”曹柯认
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办好案，而不是去
成为其他领域的专家，短暂的学习接触也
不可能透彻掌握一个领域的高精尖知识，
所以我们要更好地借助专家力量。”

“到现场去，才更能接近
事实、发现真相”

“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情况是很多

证物不便在法庭里呈现，而查清被控
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以便同专利权利要
求进行对比更是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一
个难题，所以，必须到技术现场去。”黄
键说，现场勘验成为他们辨别案件争
议焦点真伪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

2014年，原告某机械公司经授权
获得了冷挤压生产摩托车方向锥形立
管的方法及装置的发明专利独占实施
许可权，其认为被告某商贸公司生产
摩托车方向锥形立管所使用的装置落
入了专利保护范围，于是将该商贸公
司及其配件生产商一并告上了法庭。

受案后，曹柯与合议庭成员一起
讨论了该案。

“案件争议的焦点有二：一是涉案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二是被告是否存
在侵权行为。”曹柯总结道，而要查清
这两点，必须对侵权物的技术特征进
行现场比对。

几天后，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的
涉案摩托车方向锥形立管生产现场，
曹柯等人组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和
专家证人对产品设备和生产流程进行
了争辩和确认。与此同时，在各方共
同监督下对证物进行拍照、摄像取证。

随后，一群人又来到位于巴南区
的被控侵权现场。一番现场勘验，合
议庭成员的心里有了一个基本判断。

其间，曹柯等人不仅聆听着双方
的介绍和解释，更将目光紧紧盯在产
品和设备的每一个细节上，认真观察
工作人员的操作行为。

“在技术面前，没有谎言。”曹柯
说：“到现场去，才更能接近事实、发现
真相！”

而到现场去，曹柯和同事们有很
多难忘的经历：

2006年9月，在丰都县名山镇，观
摩过药品生产；

2007年10月，在渝北区一建筑工

地，勘验过现浇混凝土空心楼盖用空
心管产品；

2011 年 12 月，在渝中区解放碑，
爬过几十米高的“脚手架”；

2013年3月，在重庆市农科院，观
摩过生物实验

……

“虽为师，但观点也可以
质疑、争论”

“老师”是重庆人对他人的一般尊
称，而重庆五中院民三庭法官甚至其
他人口中的“曹老师”内涵更深，在于
他审判和调研能力的突出，以及他的
乐教擅教。

2006 年至今，曹柯共审理了 171
件重大知识产权案件，无一发回重
审。有首例反垄断纠纷案、首例保护
知名药品包装装潢案件等新类型案
件，有连续两年入选的“中国法院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 50 件典型案例”，有被
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反垄断民事诉
讼问题研讨会”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
讨的。他还先后在《人民司法》《科学
管理研究》等期刊和杂志上发表20余
篇调研文章。

在重庆五中院院长王中伟眼中，
曹柯因为不断地学习钻研，眼见开阔，
思维灵活，这给办案带来很大帮助。
他已成为重庆五中院的审判业务骨
干，带动身边的同事也都特别爱学习，
钻研能力也较强，审判、调研工作两不
误、两促进。

石恒是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战线
的一员，曾以监督员身份旁听过曹柯
开庭。“曹法官对庭审的驾驭能力很
强，让人明显感觉到他扎实的专业知
识，说明他平时特别注重学习和积
累。”他说。

对自己擅长的领域知识和审判经
验，曹柯也乐于跟其他法官分享，尤其
对庭里的年轻人不吝赐教。

樊群还记得，几年前她刚到民三
庭，就接到一个关于摩托车发动机侵
权的案子，从没学过机械的她顿时两
眼一抹黑，不知该怎么办了。

这时曹柯来了，带来了原告和被
告的发动机。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专
业技术人员。

曹柯与技术人员一边拆发动机，
一边给她讲解。樊群慢慢地懂了很多
机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正确运用在
了审判中。

但是这位优秀的“曹老师”却没有
所谓的老师威严，很是平易近人。

“我们经常就个案法律关系、法律
性质等进行争论，因为每个人对法律
问题的理解认识不尽相同。”黄键高兴
地说，“跟曹老师争论让我们思路更清
晰，判决的结果就更让人无可挑剔
了。”

“有句耳熟能详的话，我奉为至
理，不敢稍忘——‘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曹柯的表情很真挚，“学无止
境。从他人身上也会让我学到更多东
西，更何况必要的讨论、适当的争论还
可以提醒我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何乐
而不为？”

这话，仿佛能让人透过他睿智的
目光，看到他宽广的胸襟，更看到他执
著的情怀——一切，只为了让判决时
的落槌使当事人信服、他人无可挑剔！

记者：有人说，知识产权法官，那
是相当的“高大上”。是这样吗？

曹柯：那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
苦恼：每一个案件，都可能让我们面
临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专业技术领
域。平时驾轻就熟的法律知识和理
所当然的生活常识，无法给我们提供
更多的帮助。

记者：这就是审理知识产权保护
案件与审理其他案件的不同之处吧？

曹柯：是的。知识产权案件的专
业性，不在于案件很高深，只在于运
用法律知识的方式不一样，需要契合
不同类学科领域知识。这导致几乎

受理每一个案件，就需要学习相关的专
业领域知识。虽然我从事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超过 10年了，但办理每一个案件，
我都必须像“菜鸟”一样努力！

记者：除了边学边办案之外，有没有
其他诀窍？

曹柯：诀窍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会总
结行之有效的办案方法。

记者：愿闻其详。
曹柯：我称之为办案“三部曲”。其

实就是我自己办案的三个步骤而已，没
有多么高深，只是我自己认为的应该坚
持的三个原则。

记者：第一步是什么？
曹柯：案卷入手，第一步是要听得

懂。方向锥形立管、冷挤压、全直流、及
穗……很多案件资料中光是技术名称就
让人一头雾水。怎么办？只有抓紧学
习，搞懂专业技术名词和基本原理。

法律要求知识产权法官要以该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的水准去理解案件涉及的
专业技术。所以每次都是临阵磨枪，每
次还都得全力以赴。

记者：要学到什么程度才算够用呢？
曹柯：基本上审一件案子看一本基

础原理书。搞得懂涉案术语，闹得明白
涉案技术基本原理，以及争议焦点形成
原因和现象。

记者：听懂了之后呢？
曹柯：第二步是看得准。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用亲眼观察来理解技术事
实，才能够帮助我们尽快抓住争议的
症结。

很多案子我们都需要组织当事人
到双方生产现场，一边聆听着双方的
介绍，一边专注地观察每一个操作环
节。通过实作、比对、解释、争论，法官
和当事人双方都发现了关乎案件争议
焦点的事实。

记者：其实就是到现场去进行技

术对比？
曹柯：是的。接下来就是第三

步——拎得清。案件开庭时，双方
的专利代理人、工程师和技术专家
口若悬河、唇枪舌剑，专业术语
层出不穷。如果没有前两步打下
的基础，毫无理工学科背景的法
官很容易被他们“带到沟里去”，
因为双方说得“好像都挺有道理
的”。

在充分听取双方阐述的过程
中，我们对相关专业知识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也对案件事实和争议焦
点有了更准确地把握。

杨光明是曹柯工作上的老大哥，他
很欣赏曹柯这个小伙子。他说，曹柯的
调研能力和领悟能力很强——“他与老
一辈的法官有所不同，他是一名专业型、
知识型和钻研型的法官。”

同事们都很认同，但相对于别人称
他“专家法官”，曹柯更认可自己是一名

“钻家”：“学习钻研，让我重塑自信。”
他不止一次强调，只是为了让判决

不被那些领域的真正专家笑话，才那么
努力地学习钻研；只是为了判决不受人

质疑，才不敢懈怠；只是为了种好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深深耕耘。

这朴实无华却真实诚恳的话语
中，透露的是他作为一名法官的职业
坚守。真实最是动人心，正是这份坚
守，在当今各种辞职潮中，显得弥足珍
贵。

蜜蜂早出晚归，勤劳工作，为自己
的家族谋得食物；蚂蚁脚踏实地，兢兢
业业，为自己的集体谋得发展……虫
儿如此，人亦如此。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阶级，甚至
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对于
一个医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呵护病人
的生命更重要；对于一个教师来说，付
出自己的努力教书育人，是一种天然
的责任。那么法官，就要掌好法治的
天平，敲好手中的法槌。

就如曹柯，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大
事迹，没有震撼人心的豪言壮语，却一
直努力地办好每一件案子，做一个永
不止步的“钻家”！

曹柯进行法庭调查。 尚 博 摄

曹柯对一起植物新品种纠纷进行现场勘验。 陈 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