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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050091)

要〕
在法律上对传统工艺美术及相邻客体区 分保护, 是修订《著作权法》
和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办

法不能 回避的问题。传统工艺美 术是一各特殊的无 形财产, 其丰 富的知识内涵是其 他相邻客体无法比 拟的,
目前立法上对它的保护必须得到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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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艺美术属于特种工艺, 它的功能主要在于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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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

陈设 和玩赏, 基本上 已脱离 实用美 术的范 畴。 这在美 术

3. 民族性。鲜明的民族风格, 即指传统 工艺美术是对

界已 成不争事 实。 与此相 比, 我 国相关 的立法 则显得 迟

淳朴的民俗风情和多彩的民族生活的艺术概括和升 华, 能

钝。由于现行的知识产权立法中找不到对实用 美术予以保

够反映一个民族特有的艺术观念。而地方特色则是 指, 由

护的规定, 出于保护 传统工艺美术 的必要, 国务院于 1997

作者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
风俗习惯 以及当地人们的心理

年 5 月 发 布了 《传统 工艺 美 术保 护条 例》( 以 下简 称 《条

素质和审美意识所决定的, 深蕴于传 统工艺美术之中独特

例》) 。该条例虽然从多角度规定了保护措 施, 但若以公 法

的风韵。

不为 维护私利益 而设的理 论, 则传 统工艺 美术的 继承人、

4. 自然性。传统工艺美术应“
采用天 然原材料制作”。

发掘者、生产者的权利, 仍无保护根据。因 此, 有必要换 一

天然原材料是人工合成材料的对称。如, 取 之自然界的制

种 思维, 重 新关注《条例》, 对 传统工艺美 术的法 律属性 合

作艺术陶 瓷的陶土, 用于玉 石雕刻的 玉石, 刺绣制 品所需

理定位。值《著作权法》
修改之际, 这种讨论不无意义。

丝、
线等。原材料的天然性与手工 制作相配, 是传统工艺美

一、
传统工艺美术的概念及构成条件

术的主要特色。
5. 程序性。“
有完整的工艺流 程”
是对传统工艺美术的

《条例》
第二条规定: “
本条例所称传统 工艺美术, 是 指

特殊要求。工艺流程是工业品生产中, 从原 料到制成品各

百年 以上, 历 史悠久, 技艺精 湛, 世 代相传, 有完 整的工 艺

项工序安排的程序。 是完成传统工艺美术 必经的特定的

流程, 采用天 然原材料 制作, 具 有鲜明的 民族风 格和地 方

手工操作程序。许多工艺美术如根雕、
盆景 等便不符合这

特色, 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工艺品种和技艺。”
由此 可

一要求。

见, 成为传统工艺美术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从美术学的角度讲, 传统工艺美 术仅指利用某种珍贵

1. 传统性。传统工艺美术并非单指实物形 态存在的某

或特殊的材料, 经过精心设计和精巧 的技艺加工而成的一

件传统工艺品, 而是指某工艺品品种和技艺。该工艺品 种

种工艺品。如象牙、
玉石制品、雕漆、
景泰蓝等。 由此我们

应是百年以前即已存在, 且完成该种工艺品的基本技艺 在

可知, 不论是法律 还是美术 理论, 均 将传统 工艺美 术限定

百年以前就已形成。悠久的历史是传统工艺美 术旺盛的艺

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 为传统工艺美 术先于一般实用美术

术生 命力的体现, 它的 卓越品质被 不同时 代的人 们认可,

而受到法律特别保护提供了可能。

而得以世代相传。
2. 艺术性。手工艺本指具有高度艺术 性、
技巧性的 手

二、
传统工艺美术与美术作品

工。 虽然传统工艺美术( 除珍品外) 在关税法上并不作 为

美术的表现形式是极为丰富的。包括绘画、雕塑、
建筑

艺术品对待, 但《
条例》要求其“
技艺精湛”, 并 “
在国内外 享

艺 术、工 艺美 术( 即 实用 美 术) , 在 东方 还 涉及 书 法艺 术

有声 誉。
”就决定了 传统工艺美 术作为手 工艺品 种中的 精

等。 而我国《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
没有把它 们完全包括在

品, 理应具有 较高的艺 术品味, 非同一般 工艺品 所体现 的

“
美术作品”中。《
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七款对美术作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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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列举 了“
绘 画、
书 法、
雕塑、建筑”之后 用了“等”字予 以

多方式、手段的 总和。 工艺 美术作 品中所 包蕴的 心态情

概括, 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空间。于是, 较权威 著作认为“在

感、
思想意向等内容, 以及具有生命意味的艺术形成 , 都靠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 暗示实用艺术 品享有版权”。 也 有

技艺物化凝降于具体物质形态之中。因此, 《
条例》将技艺

学者 认为“我国著作 权法所称美 术作品, 应当包 括实用 美

作为主要的保护对象, 对窃取或者泄 露传统工艺美术技艺

术作 品”
。 总 之, 较 一致的 观点是: 我国 著作权 法并未 明

秘密的行为, 给以法律制裁。

确 将实用美术 作品归入 “
美术 作品”中, 但根 据我国 是《伯

其次, 《条例》
保护传统工艺美术品 种。工艺美术品种

尔尼公约》成员国的事实, 以及著作权法实施 条例对“
美术

既非单纯 的生产设备 与产品, 也非单 纯的技艺, 而 必须是

作 品”
概 括性陈述, 可推知 或已“暗示”实用美术 作品是 现

二者的有 机结合。 品 种的延 续靠技 艺、
原 材料和 艺人三

行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笔者认为, 这种观 点在 1992 年我

个要素的支持。为此《
条例》规定, 国家鼓励 地方各级政府

国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例的规定》
发布之 前尚能成立, 而

采取必要 措施, 发 掘和抢救 传统工艺 美术技艺, 征 集传统

在该规定生效后, 不仅不能成立, 还会得出相反的 结论。因

工艺美术 精品, 对 制作传统 工艺美术 品种特需 的宝石、玉

为该 规定第六 条明确指出: “对外国实用 艺术作 品的保 护

石等珍稀 矿种, 国 家依法加 强保护, 培养传 统工艺 美术技

期, 为自该作品完成起二十五年”
。依 《
伯尔尼公约》确定的

艺人才。

国民待遇原则, 我国国内实用艺术作品保护期只能是二 十

再次, 传统工艺美术的文物价值 保护。《
条例》第十、
十

五年, 而在《
著作权法》及其《
实施条例》中并没有保护期 为

一条规定, 对传统 工艺美术 珍品进行 征集、收购并 由国家

二十五年的规定。试图在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 死后五十年

或地方的美术馆博物馆珍藏; 珍品禁 止出口。说明传统工

的“美术作品”
中, 寻找实用美术作品的影子, 岂不是徒劳?

艺美术的保护也涉及部分实物保护。

实 用美术作品 在修改后 的《
著 作权法》中将 明确被 加
入美术作品行列, 估计要成为现实。 值得 我们思考的是,

三、
传统工艺美术与民间文学艺术

《著作权 法》
修 改前, 作为一个单 行行政法规 的《传统工 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 虽保

美术保护条例》, 在第二十条规定: “
制作、出售假冒中国 工

护办法尚 未出台, 但在著作 权法立法 讨论中, 就中 国民间

艺美术大师署名的传统工艺美术作品的 , 应当依法承担 民

文学艺术领域只保护业已完成的“作品”形成了共识。 根

事责任……”这一规定是为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吗? 显 然

据《
伯尔尼公约》第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 学者们认为: ( 1)

不是。因为, 凡是在自己的商品上假冒他人的名称或姓 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身份不明确, 但可确信是某个民

都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何必限定为冒美术大师之名 呢? 对

族或 某个地区的 社会群体创 造; ( 2) “作品”已形成 但未曾

照著作权法也许有些启示。该法第四十 六条规定: “制作、

出 版;

出售假冒著作权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属于侵权 行为。此

包括民间 的故事、诗歌、民歌、舞蹈、戏剧、服饰、建 筑及立

处也肯定了不是竞争性质的行为。多数版 权法学者认为:

体造型艺术等文学艺术形式。

( 3) 著作权 法主体 为国家 或某群 体;

( 4) 范围上

版权法中所管辖的冒名不是一般商品的 假冒, 假冒名作 家

传统工艺美术与民间文学艺术、实用美术之间界限的

之名发表低劣作品, 多会模仿被冒者的作品, “
至少把侵 害

划定, 是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办法 及修订著作权法不可

的 矛头指向被 冒者作 品的全部 。
” 两个 “
署 名权”的保 护

回避的问题。

目的是否相同呢? 笔者持肯定观点 。因为《
条例》要求美术

传统工艺美术与一般实用美术的区分, 可着眼于考察

大 师的作品必 须“自成流 派”
, 冒 名者只 有剽窃、摹仿 大

用途 上的 区别, 以及 是否 符合《条 例》规定 的前 述构 成条

师 的作品( 表现为造 型和美术 图案的抄袭 ) , 方能“鱼目 混

件。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实用美术作品的划分就比较复

珠”。故此处署名权的保护, 也是为保护美 术大师的作品。

杂。服饰和其他民间立体造型艺术, 都是实用美术, 以主体

这 充分说 明传 统工艺 美术 的保 护, 已经 涉及 到作 品的 保

是否 具有群 体性 为标准 划分 两类 作品, 在 理论 上也 行得

护。

通。不过, 要认定一件作品是利用 创作的民间素材完成的,
《条例》
对“署名权”
的保护, 也说明了传统工艺美术 脱

还是利用了未出版但已形成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是比较

离了一般实用美术的范畴, 而成为“
纯美 术”
形式了。但 传

困难的。相比之下, 区分传统工艺美术与民 间文学艺术则

统工艺美术所受到的保护, 又远远超过版权法对作品给 予

容易得多, 只要将 传统工艺 美术与民 间工艺相 区别即 可。

的保护。

在工艺美术学上, 民间工艺是指劳动 人民为适应并满足自

首先, 著作权法只保护美术作品中有独创性的造型 或

己的生活需要和审美要求, 就地取材 而付诸手工生产的一

美术图案, 而不保护实现这种造型和图案的技术与工艺 手

种工艺美术。包括服装、服装之附件、
食餐用具( 如: 陶、瓷、

段。 而《
条例》要保护传统工艺 美术技艺。工艺美术技 艺

金银制品等) 、织染绣品、各种家具、竹藤类编织物等。 其

是在审美创造过程中, 创作主体为达到艺术最佳表现目 的

强调的就是实用性, 艺术性还谈不上 , 只能说具有观 赏性,

所采用的合乎美的规律的操作技能, 是创造艺术产品的 诸

与传统工艺美术在范围上、
用途上的 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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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在法上的区别也是明显的。首先, 从权利主体 来

域的智力成果。传统工艺美术品的技艺性很强, 是机器无

看,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没有明确的作者。有人认为依照《伯

法代替手工完成制作的。加之其所需原材料( 如玉石、
宝石

尔尼公约》和我国《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所规 定

等) 具有独一无 二的特性, 使传统 工艺品不 存在严 格意义

的原则, 可以推定,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原 始著作权, 只 能

上的“
复制”。运用技艺的过程, 就是一个创作过程。而商业

由国 家享有, 并由著 作权行 政管理 部门代 表国家行 使。

秘密中的 技术信息, 作为一 种技术科 学方面的 专有知 识,

也有人认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 出

它用于指导工业产品的开发、
生产, 这种专有知识的 运用,

来的, 因此, 这个民族享有著作权的主体资 格, 国家可以 规

一般依赖于机械设备或仪器传递到产品上。故商业秘密属

定由县以上文化主管部门代 表该民族行使著作 权。 两 种

于经济领域的智力成果。

观点都说明了作品的作者不明确, 否则权利主体就不会 是

第二, 保护措施和保护范围不同 。传统 工艺美术技艺

国家或某个民族了。而传统工艺美术, 从技艺归属的角 度

受到双重 保护, 持 有者和国 家都应采 取保密措 施, 而且国

讲, 家庭祖传 绝艺应由 家庭或某家 庭成员 享有, 由某社 会

家有关机关要在确定密级的基础上, 采取不同的措施。但

组织 发掘研究并 持有的, 归该社会 组织享 有, 而 进入公 有

条件是传统工艺美术必须经国家有关机关的登记认定。而

领域的应归国家。从版权角度讲, 传统工艺美术作品, 只要

作为商业 秘密的技术 信息, 只要为权 利人掌握, 无 需经任

作品造型和美术图案具独创性, 应由具体作者享有版权。

何机关认 定, 便享 有专有权, 但权利 人必须 自己采 取保密

其次, 权利行使方式不同。依《
伯 尔尼公约》
有关规定,

措施予以保护, 一旦公开便失去独占 价值。另外, 传统工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 可以指定主管当局代表该 作

美术的保护还包括部分实物保护, 即 珍品本身不允许私运

者并有权维护和行使作者在本同盟成员 国内之权利。传统

出境。而商业秘密的保护不涉及利用它完成的产品。
同时, 我们也应 注意到, 《
条 例》与反不 正当竞 争法有

工艺 美术的技艺, 须经 国家有关机 关认定, 才被 实施法 定
的保密措施, 但权利人行使权利无需他人代表或代理。
再次, 权利内容不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体, 应享
有复制权、翻译权、
传播权和 报酬请求权。 另外还有改 编
权, 至少改编者应当注明原作出处。对传统工艺美术的 继
承人、发掘者而言, 有表明身份的权利, 技艺的专有权以 及
作品中所包含的与“美术作品”
作者相同的各项权 利。

四、
传统工艺美术与商业秘密

交叉的领 域, 传统 工艺美术 中的智力 成果, 凝聚了 所有人
的智力和 财力, 他 人窃取或 泄露, 是 明显的 不正当 竞争行
为。

五、
对传统工艺美术法律属性的认识
传统工艺美术被认为是人类文化遗产。由上述分析可
知, 这 项文化遗产 与著作权 法保护的 作品, 反不正 当竞争
法保护的商业秘密, 既有区别, 也有联系。它们都是人类智

商业秘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 对象。我国《
反不

力劳动的成果, 都是受法律保护的财 产。从 更全面的角度

正 当竞争 法》
将 其定义 为: 不 为公众 所知悉、能为 权利 人

认识《
条例》定义的“
传统工艺美术”, 它应是 一项具有特殊

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 技

性的财产。表现在:

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对其中的技术信 息, 有人解释为: 技术

第一, 无形性。传统工艺美术 技艺是无形的, 它是数代

秘 诀、工艺 流程、设 计图 纸、技术 数据、化 学配 方、制造 方

人科技知 识与经验 的结晶。品种是 实物产 品与技 艺的结

法、技术资料、
技术情报等技术科学方面的专有知 识。

合, 它的存在固然有赖于原材料、技艺、
艺术 工作者三个因

笔者 认为, 技 术信息作 为商业 秘密的 核心内 容, 应 具

素, 但核心应是技艺。将传统工艺美术称为 “
无形财 产”
或

备两个显著的特征即秘密性和营利性。秘 密性, 是指该 技

“
无形文物”的首推日本。日本 1950 年颁布的《
文化财保护

术信 息只能为某 主体掌握、并被其 采取保 密措施, 没有 公

法》就提 出“有 形文 化财”( 当 指文 物、古 迹等—本 文 作者

开。营利性, 指技术信息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持有人

注) 与“无形文化 财”
的 概念。无形文 化财包 括: “雅乐、能

凭借它能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

乐、
文乐、歌舞伎、
组踊、音乐、
舞踊等艺 能”
, 还包括“陶艺、

从某 种意义上讲, 传统 工艺美 术也具 有以上 特征, 技

染 织、漆 艺、金 木、木 竹 工、人 形、截 金、拔 镂 等 工 艺 技

艺也包含有技术秘密。技艺的持有者可利用其 特殊的技能

术。
” 显 然, 前 者是我 们所称 的民间 文学艺术 作品, 后者

完成工艺品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制”
, 占领市场并获得 竞

便是传统工艺美术。

争优势。当然, 传统工艺品属文化产品, 营利性 并不能作为

第二, 专有性。传统工艺美术 的继承人、
发掘者对持有

它 的主要 特征, 艺术 价值 高才 是政 府予 以特 别保 护的 原

的技艺享有专有权, 作者对工艺品的 造型和美术图案享有

因。

专有权, 对此 不应有什么 争议。依《条例》第九、十 八条规
传统 工艺美术与 商业秘密 在以下几 个方面 有着明 显

的区别:
第一, 所处的领域不同。传统工艺美术属文化艺术 领

定, 国 家对传统工 艺美术品 种和技艺 的持有者, 以 法定程
序予以认 定后, 对 工艺技术 秘密实行 保密; 制作传 统工艺
美术产品的企业应健全保密制度; 从 事传统工艺美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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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的人员, 不得泄露在制作传统工艺美术产品过程中 知

定此期限, 有利于加快科学技术的更 新换代和人类文化的

悉的 技术秘密 和其他商业 秘密。既然是 秘密就 具有专 有

传播。传统工艺美术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文物 ”
保护

性。对国家采取保密措施如何理解呢? 可否认为, 凡经国家

价值, 但其经济开 发价值受 到限制, 国家必 须对权 利人提

认定并确定秘级的技艺就属于国家专有 呢? 不能, 因为 传

供更充分的保护( 更不用说技艺具有 秘密性) , 故权利人对

统工艺美术技艺除已进入公有领域的外 , 应有明确的持 有

其技艺的专有权不受时间限制, 而具 永恒性。只要权利人

人, 而且对工艺的改进和提高, 也是智力成果。若归国家所

不予公开, 便永久受法律保护。

有, 则无人再申请认定, 不利于传统工艺美 术的保护、
发展
和提高, 与《
条例》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

概括上 述, 笔者 认为, 《
条例 》
虽 为公法 但产生 并保护
了私权。“
古代及今天的公法中产生私权 的事实……是不

第三, 永恒性。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只能在一个法定 的
期限内对其智力劳动成果享有权利, 此为知识产权的时 间

应否认 的。
” 《条例》保护的 传统工 艺美术 是一项 具有综
合性特征的无形财产, 法律对它的保 护也是最全面的。

性。法律是为平衡产权人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 的关系而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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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attribute of the traditional arts and crafts
Liu Yu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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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 o dif ferent iat e and prot ect t he t raditional art s and craf ts and t heir relat ed art fo rms is
an import ant issue in revising Co pyr ig ht Law and m aking t he law t o prot ect fo lk art s. T radit ional art s
and craft s are a kind of special incor poreal proper ty w hose cul tural conno tat ion is more prof ound t han
t hat of any of t heir relat ed art for ms . T he legislat ion fo r t heir prot ect ion at present requires a all-sided
co mpr ehension of t heir art ist ic value.
〔
Key words〕
t radit io nal art s and cr af t s; legal at t ribut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