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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近日，因自己的一百余篇论文被中国知网擅

自收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起诉

中国知网获胜诉的消息，引发了公众对于网络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极大关注。

复盘赵德馨教授的维权案，记者发现，刊

发赵德馨论文的期刊杂志的版权声明，一度

被中国知网当成了“合理侵权”的“挡箭牌”，

不过，这依然没能成为中国知网逃避追责的

理由。

中国知网是目前世界上中文全文信息量规

模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作为中国知网的运营

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曾声明，

中国知网的全部内容均已获得权利人的授权。

根据裁判文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主张，其作为期刊出版单位，有权对

已经在其他期刊刊登的文章进行转载，而法院

认为，被告将涉案作品收录到其数据库并在网

络上提供付费浏览和下载的行为，不属于期刊

之间的转载或摘编行为。此外，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声称收录的涉案作品经

过刊文单位授权使用，但由于未提交证据证明

作者曾向刊文单位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

这一主张被法院驳回。

科技日报记者注意到，赵德馨撰写的《中国

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论文，刊发在《中国经济史

研究》2011年第 4期，随后被中国知网收录。

当期《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接收论文时声明：

“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

刊网’，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

如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书面说明，本

刊将做适当处理。”

然而期刊在接收论文时单方面的版权声明，

并不能让中国知网的侵权行为获得免责。贵州

中云版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宁解释，根据著

作权法，作者一经向期刊投稿，就意味着作者已

经同意使用其论文，期刊可以不与作者签订书面

协议，而获得论文在本单位网站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但这不等于期刊取得转授权，论文如在其他

网站传播仍需获得作者本人同意。

“获得转载权的根本途径是获得作者同意，

未经作者同意的网络转载、摘录转载等行为都会

构成侵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盘和林说，单方面的版权声明并不具备

法律效力。

北京融君律师事务所谢弥律师也表示，期刊

单方面的版权声明不能证明其取得了作品转授

权利，一旦遇到纠纷，期刊仍需要提供授权文件。

版权声明并不能让“第三者”免责

“赵德馨教授的胜诉，既是为广大作者讨说

法，也会影响有关期刊数据库的商业流程，使

他们更加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万勇表

示，很少有学者这样去维权，赵德馨教授的行

为值得“点赞”。

近年来，一些强势的学术数据库平台，靠着

收录海量的文献和论文，做起了“倒卖”生意，

即以很小的代价收录文献和论文，却以高价卖

给有下载需求的人。有网友将这种行为戏称为

“借鸡生蛋”，这些平台通过搭建“鸡窝”，不付

或少付租金借人家的“鸡”“生蛋”，“生了蛋”也

不给“鸡”的主人分红，甚至还要让“鸡”的主人

付费买“蛋”。

简 单 的 知 识 搬 运 ，却 带 来 巨 大 的 利 益 收

成。学术数据库赚取暴利的背后，类似的网络

保护不能以牺牲个人权益为前提

在网络时代，如何实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

护？近年来，国家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

2021 年，“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作

为 单 独 一 节 ，被 写 入 中 国“ 十 四 五 ”规 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面向未来十五年的知

识产权事业，我国也已经作出重大顶层设计，

明确提出要健全公正高效、管辖科学、权界清

晰、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最高

人民法院就全面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

作提出 20 条政策措施，着力提升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整体效能，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法治

环境。

一方面，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和力度

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科技向善在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贵州走出了一条创新

的道路，应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新工具，对海量数字版权内容及时进行版权保

护。比如通过打造“版权云”，借助大数据技术保

护版权，成为解决网络抄袭、盗版传播、数据内容

安全等问题的一条新路径。

传统的版权登记方式，要求创作者到登记机

构现场提交相关材料，经受理、审核、发证等环

节，持续时间可长达半年甚至更久。贵州省版权

登记平台在全国首创“双证”护航模式，引入无钥

签名区块链技术，实现对作品创作时间和内容的

快速存证，并即时生成存证证书，为知识产权保

护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如果版权人需申请贵州

省版权局的作品登记证书，可继续按照作品登记

要求提交材料，在平台填写完整相关内容后，经

7—10 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贵州省版

权局发放的作品登记电子证书，全程线上操作，

高效、便捷。由于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等特点，

数字版权存证能够很好地补充解决作品登记创

作完成时间考证难的问题。

截至目前，贵州省版权登记平台累计办理作

品区块链存证约 115万件、作品登记办理 28万余

件，涵盖民族民间艺术、艺术类高校毕业设计、文

创、素材设计、线上课堂、游戏设计、广告设计等

作品，受到广大创作者一致认可。

区块链为知识产权保护打开一扇窗

获得转载权的根本

途径是获得作者同意，未

经作者同意的网络转载、

摘录转载等行为都会构

成侵权，单方面的版权声

明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
研究院执行院长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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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只是初现端倪的冰山一角。

“技术让知识越来越便宜，而垄断让价格越

来越昂贵。”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公开呼吁有关部门重视

此类问题。他认为，这个行业的生态已经到了

一个亟待重塑的关键节点。

这次侵权案被媒体曝光后，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表态将诚恳接受来自作

者、媒体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全面检查在互联

网业态下的著作权保护与使用授权方式，认真

分析著作权授权链各环节的工作不足和瑕疵漏

洞，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一道正视问题、

解决问题。

盘和林说，获取版权授权，是规避知识产权

风险的最佳途径。如果中国知网和其他出版单

位和平台，能因此建立起版权授权的畅通渠

道，并合理规划版权利益分配机制，也不失为

“吃一堑长一智”。更理想的结局是，类似中国

知网这样的出版单位和平台能回归到公共属

性，让公众以较低的成本享受到相关服务，但

这不能以牺牲作者权益为前提。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量创作经互联网得以

传播得更快、更广，却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侵权

挑战。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人们能够

通过网络快速获取海量信息，但也使得相关的知

识产权案件常常面临着取证难的境地。更多的

时候，维权成本往往超过了维权所能挽回的损

失，这可能是很多人放弃维权的原因。

盘和林表示，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问

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区块链对数字资产的产权进

行确权，防止复制和抄袭，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搜

索技术来发现侵权内容，开展维权。

退休教授状告中国知网获胜诉

““庇护庇护””网络侵权网络侵权？？版权声明未必能行版权声明未必能行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高校教师，一个传说中的“理想职业”：有寒

暑假，还不用定点上下班。但现实并非如此。高

校教师其实是一份极具挑战性的高压力职业,他

们需要在复杂及不可预测的条件下通过长期投

入和奉献，追求卓越与创新。

近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医学部合作，用

院校教师管理部门掌握的教师学术职业负荷和

健康体检的数据，辅以对教师的访谈，完成了一

次针对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医学部教师的调查。

他们尝试初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在侵

蚀高校教师的身体健康？

多重职业负荷导致高校
教师疾病发病率显著提升
“高校教师总体生理健康状态不容乐观，多

重职业负荷对他们的生理疾病检出率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显著影响。”在近日举行的中国教育发

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1 年年会暨

“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专题研讨会上，

该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鲍威分

享了他们的发现。

此前，国内已有研究指出，高校教师体检异

常率高达 90%，亚健康状态的比例接近 70%。

教师并非生活在纯白的象牙塔中，并不能做

到心无旁骛地专注学术和育人。有教授在访谈

中坦言，只要不退休，就始终会面临考核的压

力。而且，教师这个职业的内在责任感，也驱动

着他们自愿延长工作时间，以至于长期处于休息

匮乏和精神疲惫的状态。

这一切，都显著增加了教师的职业负荷。

工作时长是描述职业负荷的量化指标之

一。2014 年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教师在教学、

科研与服务上，平均每周投入时间 45 小时,比

2007 年同类调查结果增加 5 小时，以“985”和

“211”工程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教师每周平

均工作时间为 45.8小时。

也有多位高校教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

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所谓寒暑假，只是一

段稍微能够静下心来做科研的日子。

从医学角度来讲，职业负荷带来的慢性压力

会引起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

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功能紊乱，职业负荷也可能造

成肿瘤类疾病发病率的显著提升。

鲍威团队此项研究的样本量并不大，但从中

也能看出一些问题。

他们探究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院系服务

等职业负荷对教师各项健康异常指标检出情况

的影响。

结果显示，教师承担的研究生指导工作,即

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指导人数增量，也可能造成高

血糖检出率的显著提升。就科学研究而言, 教

师主持科研项目数和发表论文数的增值分别对

其高血糖和高血压指标的异常检出率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

学生怎么成了老师的压力源？

和教师访谈后鲍威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研

究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

业基础和学术志趣都有下滑。如何帮助质量参

差不齐地学生提升学业水平已经成为高校教师

的职业负荷之一。

职业负荷对中生代教师
和女性教师影响更大

这些发现，也引起了团队对中生代教师和资

深教师群体健康状况的关注。

社会上常关注青年教师的经济压力与精神

压力，但中生代教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主持的

科研项目数以及承担的院系服务工作都相对更

多。而且，他们已经不年轻了，身体更容易发出

各种警示信号。

“职业负荷对教师健康的负面冲击凸显于 41

岁以上的中生代教师和资深教师群体。”鲍威说。

中生代和资深教师是学术生产的中流砥柱，

他们往往还兼任期刊评审人、公共政策咨询者等

多重身份。这些人通常还是学科领域的带头人，

要带团队，指方向，还要为学科争取关键性的学

术资源。

可以说，中生代教师和资深教师在进入职业

中期之后依然奔驰于“快速道”上。他们依然需

要保持高质量、高频率的学术产出，同时还承担

了大量其他工作。“中年教师不仅职业倦怠表现

最为突出，甚至因职业负荷过重而陷入重疾的事

件也屡有发生。职业中后期教师群体的职业负

荷过载和健康危机亟须学界的高度关注。”鲍威

表示。

另一大需要被重视的群体，则是女性教师。

量化分析显示，指导研究生的相关工作负荷

更易危及女性教师尤其是中青年女性教师的健康。

这可能与女性教师更容易与学生共情有关。

“女性教师更加细腻敏感。”鲍威说，女性教

师在学生培养方面可能会投入更多精力与情感，

面对学术基础弱特别是心理方面有健康危机的

学生，更容易产生心理负担。实际上，相较于男

性同行，女性教师不仅在话语权、发展权、社会声

望和资源分享等方面明显不足，而且在精神与心

理上也处于劣势。

鲍威建议，应该建立教师队伍身心健康支持

体系，重点关注中生代教师、女性教师等高风险

人群的健康生理指标状态。

“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会有高质量的教

育。”鲍威说，卓越且健康的教师队伍是高等院校

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要基

石。这次，研究者将目光投向高校教师自身，关

注他们身体健康这个“朴实”的话题，也是希望更

多人关注教师的职业负荷和他们的健康危机。

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指出——

中年高校教师的职业负荷和健康状况亟待关注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十四五’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思路目标和重

点任务。这是首部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规

划，近期将公开发布。”12月 8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邓小刚表示。

邓小刚介绍，《“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提出，通过五年的努力，到 2025 年，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梯次推进有条件的地区率

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脱贫地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力争到 2035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

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在强化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方面，《规划》提出围绕实现高水平的农

业科技自立自强，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开展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子库建设，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强化大中型、智能化、复合型农业机

械的研发应用，加强动物疫病和农作物病虫害的气象环境成因、传播机

理、致病机制研究。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方式。”国

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指出。

围绕数字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划》重点在三个方面作出安

排。“第一，建强基础设施。《规划》提出推动农村千兆光网、5G、移动物联

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第二，发展智慧农业。《规划》提出建立和推广应

用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建设一批数字田园、数字灌区和智慧农牧渔场。

第三，建设数字乡村。《规划》提出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数字惠民便

民服务体系，深化乡村智慧社区建设。”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

司长曾衍德介绍。

我国力争2035年

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曾于 2000年被列入《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猪已被

删除。意见稿称，本次名录调整，以科学评估陆生野生动物物种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为核心，充分考虑种群变化动态、面临威胁、社会关注等多方

面因素，提出了名录调整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优先；二是维护科研

需要；三是有利于社会发展。

未列入名录不等于可以随意猎捕和食用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博士认为，野猪拟从“三有”动物名

录删除主要是为了配合当前野外种群管理的需要。现行法律法规对国家

重点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的保护力度更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也

更严厉。但是，不列入“三有”动物名录并不等于以后野猪就可以随意猎

捕和食用，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随意猎杀野生动物，国家也出台了全

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决定。

《刑法》第 341 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

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进一步明确，非法狩猎野生动物 20只以上，属于

非法狩猎“情节严重”行为。

2020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野猪拟从‘三有’动物名录删除，但对它们的保护却不会放松，甚至

还要加大肇事补偿和普法宣传力度，以缓解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对于野

猪的捕杀仍要建立在科学研究和常规监测的基础之上，因地制宜、精准施

策，防止因滥杀和过度捕猎引发的其他生态保护问题。”孙全辉认为。

因地制宜科学评估和制定猎捕限额

“野猪妈妈率一串猪娃觅食撞车”“四川通江县境内野猪随意啃食、践

踏庄稼”“成年野猪窜进湖北宜昌市中心小区”……连日来，野猪伤人、损

害农作物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此，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地所研究员金崑分析指出，随着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和系列措施的落地生效，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持续

改善，种群数量实现恢复增长。野猪因其繁殖力强、适应力强等特点，种

群数量快速增长、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与人类生产生活区域重合，产生了

较多冲突，已威胁到当地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人民生命安全构成

了一定威胁。

“上述致害情况主要还是发生在局部区域。”金崑说。

针对野猪致害问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有关部门已对 31个省份

野猪等野生动物致害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今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相继印发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通

知》和《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以种群调控等措

施防控野猪危害。

“下一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还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野猪资源状况

和危害情况，指导地方科学评估和制定猎捕限额，妥善处置猎获物，严

防滥食及非法交易。此外，还将拓宽资金渠道，完善致害补偿制度，以

及强化对野猪致害严重区域群众的安全教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

负责人说。

野猪失去“护身符”

对它们的保护却不会放松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