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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感觉像恋爱 她愿始终热恋中
——记党的十九大代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
赵书博

28 年来，她与法庭和法槌形影不
离，从经济庭到知产庭，从知产庭到知
产院，从书记员到副院长，从普通党员
到党的十九大代表，她见证、参与、推
动了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事业的发展，
始终把当事人放在第一位，希望每一
位当事人能在每一起案件中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她，就是党的十九大代
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

肩负改革使命 与时代同行
2014 年 11 月 6 日，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成立。在司法改革浪潮中，具有
25 年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宋鱼
水被任命为这一“整建制”司法改革试
点法院的副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
她敏锐察觉到，知识产权时代已然到
来，国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也有
提升的动力和空间。为此，她不断思

本报讯 （记者 乔文心） 近日，
五集系列特别节目 《法治中国说》 在中
央电视台播出后，社会各界反响愈发热
烈，全国各地法院干警对节目中法治话
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
“看了 《法治中国说》 后，我内心
非常激动，特别是江必新大法官在 《法
院人的“绿水青山保卫战”》 中说‘让
绿色成为美丽中国永不消褪的底色’，
更是让我热血沸腾。”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志

本 报 北 京 10 月 20 日 电 （记 者
赵 沨） 民法典知识产权编问题研讨
会于 今日在中国人民大 学成功 召 开。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
会、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
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承办。来自全国
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
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地法院，以及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
参加了此次会议。

索，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
该如何更好
发挥知识产权司法审判职能？
宋鱼水认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既
反映了法律发展的阶段性，也反映了经
济发展的阶段性，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知识产权法官需要对商业活动有更多了
解。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尊重不仅来自尝
到知识产权甜头的主体，更源自受它启
蒙的主体，特别是教训更具警示作用。
为此，穿梭在立法、司法、学术三维空间
之间的宋鱼水，带领干警不断学习，
努力
寻找当事人之间商业领域里的共识，通
过裁判定分止争、树立规则、指引行为，
充分说理，为败诉当事人释疑解惑。
在一起已历经近 2 年司法程序的侵
害作品署名权纠纷中，上诉人称某电视
剧大量使用了其续写剧本中独创性内容
却未予以署名，要求被上诉人将其作为
第一编剧进行署名、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由于案件涉及多人参与创作电视剧
剧本，在剧本中的独创性人物设定、人
物关系设置、具体的故事情节及发展串
联、人物与情节的交互关系是否已经构
成独创性的表达等问题上，各方当事人
存在严重分歧，而且都存在严重抵触情
绪、反应强烈，庭审难度较大。宋鱼水
作为二审主审法官，前期带领合议庭认
真阅卷，全面重点浏览涉案电视剧及剧
本后，果断要求涉案电视剧两方主要编
剧出庭，以便合议庭核对关键事实。二
审庭审中，双方编剧交锋成为事实判断
的有利基础。合议庭连续开庭 7 个小时
逐项确认争议事实。随着案情一步步明
晰，合议庭充分释明侵害作为著作人身
权的署名权认定规则与侵害著作财产权
规则差异。在事实和法律面前，各方当
事人对案件结果的期许都回归理性。宋
鱼水不失时机引导各方当事人利用商业
化思维打通解决问题的“最后一公里”，

最终各方达成基本一致的调解方案并当
庭签收了调解书。
目送当事人离开法庭，
宋鱼水表示，
也许各当事人对案子的结果都有更高期
许，
调解结果并不能让他们完全满意，
但
这已是在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遵循商
业规律中，法官努力下的较好结局。整
个庭审过程，
不仅实质性地解决了纠纷，
对双方编剧和制片人来说也无异于一堂
难忘的著作权法律课。通过庭审，各方
当事人乃至双方出庭的编剧和制片人，
都会在改编原著拍摄电视剧委托创作后
续剧本中更加注意相关知识产权法律风
险。

做一名热恋中的合格法官
在宋鱼水眼中，法官的价值不是与
生俱来的，而是当事人赋予的。当法官
为当事人化解了矛盾纠纷，当事人打心
眼儿里认可法官和法律，法官才算有价
值。所以就像苏东坡热衷写作一样，她
热爱法官职业，珍惜每一次敲响法槌的
机会。
2014 年底，宋鱼水担任一审审判长
审结了台湾作家陈喆 （笔名：琼瑶）
诉余征 （笔名：于正） 等五被告关于
电 视 剧 《宫 锁 连 城》 侵 犯 其 《梅 花
烙》 改编权、摄制权一案。认定余征
等五被告构成共同侵权，要求五被告
立即停止对电视剧 《宫锁连城》 的复
制、发行和传播行为，余征在媒体上
刊登致歉声明，五被告连带赔偿琼瑶
经济损失 500 万元人民币。一审宣判
后，琼瑶第一时间发出微博：“正义终
于发出了声音，让我对人生恢复了信
心！此时此刻，激动不已。”当年农历
春节前夕，琼瑶委托其代理律师向一审
法官送来锦旗，给宋鱼水的锦旗上写道

《法治中国说》在法院系统引发反响
说，“作为‘两山理论’发祥地，我们
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坚持绿色导
向、围绕绿色转型，增进绿色福利、注
重绿色创新，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各
项功能，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
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

源审判庭庭长李娟认为，江必新副院长
在十九大召开的前夕讲述“法院人的绿
水青山保卫战 ”， 语重心长 、娓娓道
来，既表达了法院人维护绿水青山的坚
定立场，又展现了法院人审理复杂环境
资源案件的高超能力和水平。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庭审

民法典知识产权编研讨会召开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
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教授，最
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林广
海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会议围绕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
研究会民法典知识产权编课题组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知识产权编》
（学者建议稿） 展开讨论。

会议研讨分为四个单元：“知识产
权编专家建议稿的起草思路与总体介
绍”“ 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的立法要
求”“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对知识产权的
立法要求”以及“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
的制度安排”
。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智慧财产权守护者”。一年后，该案
二审终审维持原判。
琼瑶诉于正案在社会各界特别
是法律界与文学领域产生了深入而
广泛的影响。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
电影文学学会秘书长王浙滨表示，被
人民法院报列入 2015 年度人民法院
十大民事行政案件的琼瑶诉于正案，
是在知识产权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事件。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访问
教授、台湾政治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
教授孙远钊认为，这个案件的出现提
供了一次让法院从法理上来填补立
法不足的机会，让未来的法制能更加
健全完善。
这样的赞扬，这样的荣誉，宋鱼
水不知收获了多少，全都化为她对审
判事业的满腔热情和对公平正义的
执着追求。对宋鱼水来说，办案的感
觉就如同恋爱，她愿意始终处于热恋
当中，办好每一起案件，在案件中寻
找法律的真谛。

代表心语
当事人是法治的建设者和传播
者。祝愿法治文化和创新文化在法官
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繁荣发展。
——宋鱼水

十九大时光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集中学习讨论十九大报告

让商事审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本报北京 10 月 20 日电 今天
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召开
十九大报告学习讨论会，全庭同
志结合商事审判实践，畅谈学习
体会。座谈会上，全庭同志以本
职工作为出发点，重点就“全面
推 进 依 法 治 国 ”“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 建 设 现 代 化 经 济 体 系 ”“ 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等主题，踊跃发言。
大家表示，十九大报告关于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
“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存量资源
配置等论述，为人民法院进一步
加强破产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今后的破产审判工作中，要下
力气继续推进破产法律制度实
施，完善企业识别机制，健全破
产程序，妥善利用重整制度，大
力拯救那些产品有市场、经营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困境企业；对
于经营落后、产能过剩的僵尸企
业，要充分利用破产清算制度，
及时实现市场出清。
在谈及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力
度时，大家认为，商事审判要始
终坚持平等保护原则，准确把握
市场准入标准，通过审判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为改善营商环境提
供有力司法保障。要按照报告提
出的实现产权有效激励、竞争公
平有序的要求，依法审理各类合
同纠纷，保障市场主体缔约自

由，着力培育和弘扬优秀企业家
精神，推动更加有利于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营商氛围；在依法充
分保障企业家的投资权益和智力
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体现诚实信
用原则，强化信义义务，规范营
商行为，优化营商氛围。
在金融审判方面，大家表
示，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
发挥金融审判职能作用，要以防
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金融改
革为中心任务，将防范金融风
险、维护金融稳定贯彻于金融审
判全过程；要以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为落脚点，坚持支持金融
创新与依法规制相统一，引导和
规范金融交易，降低社会融资成
本，助力经济去杠杆。在具体工
作上，应尽快推动证券、保险、
银行卡等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
抓好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落实，
为市场交易提供更为充分和可预
期的司法判断规则；依法公正、
高效审理买卖、公司、金融等案
件，保护合法创新，促进市场繁
荣有序。
下一步，民二庭将以开展十
九大报告所部署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根本指导，全面提升商事
审判为大局服务、为发展护航的
工作能力和水平。
（杨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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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员林锦斌在观看《法治中国说》后收
获颇多。他说：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人
民法院需与环境保护相关行政主管部
门之间加强工作配合、有效衔接，才能
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修复的最终目标。
”
作为环境资源审判队伍的“新
兵”，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庭法官助理赵世德说：“看到江必新
大 法 官 为 我 们‘代 言’，内心十分激
动，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更有成就
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走
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知识产权作为
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财产权制度，未
来必然在民事财产制度体系中占据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民法典中
应 安 排 知 识 产 权 编，这既 符合逻辑，
也符合现代社会民事财产制度的实
践，更是一个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大国构建体系化民法制度的客观需
要。

10 月 1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人民法院干警在收看收听了党
的十九大开幕会盛况后，积极组织少数民族干部深入该县红旗镇多勒昆
村田间地头向群众传达会议精神，鼓励村民勤劳致富，共奔小康。
鲁雪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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