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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 衡

!来自星星的你"热播#记者

注意到街面上出现了不少借用

广告#诸如$来自星星的礼%&$来

自星星的大房子 %&$你来自星

星# 我来自海底%&$来自远古星

星的你%#等等'联想到年初在俄

罗斯索契第
!!

届冬季奥运会开

幕式上#在五朵雪绒花绽开成奥

运五环之际#位于右上角的那一

环却未能绽放#导致奥运五环没

有完美形成#于是不少企业借势

$营销%#有手机广告语称#$有些

东西打不开只是因为方式不

对%( 有饮料用
"

个饮料罐拼成

五环图形#只有右上角一个没有

打开# 声称)$打开的是能量#未

打开的是潜能%#等等*这样的一

些营销行为显示出了独特的创

意#但是否合法呢+记者就此采

访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知识

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仰坤副

教授!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法官

袁博*专家认为#商家利用他人

作品,商标的声誉进行宣传和促

销#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

利用他人作品!商标打

"擦边球#违法

记者$商家宣传搭载!来自

星星的你" 和奥运五环标志#按

理说不会使大家将所营销产品

与上述商标或作品产生混淆#因

为这种搭载行为不是传统$典型

的侵权行为%在您看来#如此打

&擦边球'行为是否合法呢(

侯仰坤$!来自星星的你"享

有著作权# 奥林匹克五环图案已

经在中国进行商标注册# 任何人

未经许可不得在类似商品或者服

务上使用#否则构成侵权#这已经

是法律共识了*但不少人却认为#

像上述$来自星星的礼%&$有些东

西打不开是因为方式不对% 等非

使用电视剧原表述& 带有戏谑性

质的广告# 不会使观赏者或消费

者认为上述作品或商品& 服务来

自于原影视作品或奥运五环的商

标权利人*这种利用他人作品&商

标吸引眼球的打$擦边球%行为是

否合法# 首先要从使用者的主观

目的来考察*在现实生活中#利用

他人作品或商品的声誉进行戏谑

的行为#如果只是出于娱乐自己#

并且没有散播#没有营利#就不属

于侵权行为*但是#如果是利用非

同类作品& 商标知名度来扩大自

己商品影响力# 即搭载他人作品

及注册商品进行商业使用就是违

法行为*

像$来自星星的你%这句话#

并不是一句人们常用的日常用

语#而是结合!来自星星的你"中

的剧情内容创作出来的*它是这

部影视作品的组成部分#对它的

商业利用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

办理# 即应当取得权利人的许

可 #否则就构成侵权*因为从商

家的行为目的看#借用$来自星

星的你% 这句话进行宣传和促

销#主要有以下三个目的)一是

借用这一电视剧的影响力吸引

人们来关注他们的商品(二是借

用$爱屋及乌%的心理战术窃取

这一电视剧追星族们的感情#让

影迷们情不自禁地借助购买他

们的商品来$寄托%和释放自己

的感情(三是$绑架%这一影视剧#

通过故意模糊地暗示他们的商

品可能与这一影视剧有关#让这

一影视剧客观上承担了对商家

商品和服务质量的部分担保责

任*显然#商家的这种行为是为

了商业营利#目的是不正当的*

搭载他人商标行为涉

嫌不正当竞争

记者$搭载他人作品及注册

商标声誉的行为侵犯了权利人

的哪些权利(我国法院判决过类

似案例吗(

袁博$未经许可在其商业广

告中使用像奥运五环这样的注

册商标#攀附和利用商标声誉的

行为#实质上是以不支付对价的

方式不合理地利用他人为建立

商标声誉而付出的经济投入#损

害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扰乱

了正常的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

竞争行为*

因该类行为所引发的纠纷#

在司法实践可谓屡见不鲜 *例

如 )

#$%!&

运载火箭作为我国

载人航天工程神舟系列飞船和

天宫一号的运载工具#为社会公

众所熟知#其形象被研制&生产

单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注册为商标* 宝马公司未经许

可
'

在!看天下"杂志上发布的广

告中使用了
#$%!&

运载火箭

形象*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遂以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将宝

马公司诉至法院*北京市丰台区

法院一审判决宝马公司立即停

止侵权#赔偿运载火箭研究院经

济损失和合理支出共计
(

万元*

而在
!)*!

年# 陕西东方源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在!华商报"上刊

登了其推销店铺的招租广告*为

提升人气#其在广告中使用了带

有$

+,-.- /01-23

%商标的女款手

提包#广告语为$全球顶级奢侈

品牌进驻#引领国际奢侈生活潮

流(国际潮牌街#餐饮大食代%*

广告刊登后#$

+,-.-

% 商标权人

普拉达公司以该公司构成商标

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诉至法

院* 西安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的行为并非在商标意义

上使用 $

+,-.-

%商标 #但构成不

正当竞争#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

赔偿损失*

上述两则案例#法院均判定

构成不正当竞争#表明反不正当

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已经

扩展到不同类别的商品之间*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
!

条第
*

&

!

款

规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竞争

原则及所调整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范围#据此竞争关系并不限

于经营者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

经营业务虽不相同#只要其行为

违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

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遵

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的竞争原则#

依然可以认定为具有竞争关系*

同样#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并非限

于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竞争

对手之间争夺交易机会的行为#

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竞争优势

或者破坏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

均可构成*从判决可以看出#攀

附他人商誉的行为固然对商品

声誉被利用方构成了不正当竞

争#事实上#对于相同行业的其

他经营者# 也构成了不正当竞

争#因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

了竞争优势*而这种认识不但保

护竞争者的利益#还保护其他市

场参与者的利益#是对传统竞争

法关系认识的突破#是现代反不

正竞争法的发展趋势*

侯仰坤$ 需要指出的是#对

于上述利用影视等作品的营销

行为#其可能侵犯著作权*商家

擅自利用电视剧的名称进行商

业宣传和推销商品的行为#客观

上干扰&堵塞#甚至排除了著作

权人利用该电视剧的名称通过

注册商标&字号申请专利#或者

借助特有的外包装等方式进行

商业活动的权利和机会* 而且#

只要商家的行为影响和降低了

该电视剧的声誉#都会在客观上

影响和减少传播该电视剧获得

的报酬*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

定#商家的这种行为侵犯了著作

权人利用自己的作品正当地获

得报酬的权利*

刻意攀附可能贬损他

人形象

记者$很多人都认为#像搭

便车一样#搭载一下他人作品或

商标的声誉不会对他人的作品

或者注册商标造成影响#这样理

解对吗(

袁博$事实上#搭乘他人作

品或商标声誉除了侵权问题外#

对他人商标的不当使用还会造

成他人商品声誉的$淡化%*例如#

美国学者兰德斯和波斯纳在!知

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中曾举了

一个经典的例子) 假如
4356,7

街的一个花生零售商称自己是

$劳斯莱斯%公司#光顾的消费者

并不会认为自己在和劳斯莱斯

进行交易#因此这种情形似乎看

起来不应当认为构成商标侵权*

但是#当消费过那家花生店的顾

客在看到$劳斯莱斯%时#就会同

时想到汽车和花生*劳斯莱斯品

质优良&豪华尊贵的形象就会因

此被花生的形象所损害*虽然这

种学理上称之为$淡化%的概念

源自美国对驰名商标的立法保

护#但是在知名商标的商品声誉

上# 事实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因此#对于奥运五环商标的商业

利用#即使是用于非同类商标或

者服务#只要构成对商标权利人

商品声誉的攀附或者$淡化%#也

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

侯仰坤$对于作品而言#只要

存在多个商家借助这一电视剧名

称进行任意的宣传和利用# 就会

在客观上扭曲和降低这一电视剧

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 同时也会

对广大观众的情感造成伤害*如

果这些商家的声誉很低或者商品

质量很差# 甚至销售假冒伪劣商

品# 那么受到伤害的消费者在对

商家感到愤慨的同时# 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迁怒到该电视剧# 这样

商家的行为就在客观上诋毁了该

电视剧的形象和声誉* 按照我国

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 商家的这

种行为侵犯了该影视作品著作权

人依法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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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不得强令业主拆除已装防盗网

编辑同志$

半年前#我在某小区购买了

一套一楼住宅#与物业公司签订

了一份 !房屋装饰装修管理协

议"* 合同为物业公司提供的格

式文本#其中提到$阳台&窗户外

侧不可安装防盗网&纱窗等防护

设备%*由于条款太多#我没有细

看便签了字 *近日 #我在装修中

得知#小区一楼曾发生过破窗入

室盗窃现象* 基于安全之需#我

最终把防盗网安装在阳台&窗户

外侧与房屋外墙面处在同一平

面的位置上*物业公司以协议在

先为由#强令我拆除*请问#我必

须拆除防盗网吗+

读者 赖冬芳

赖冬芳读者$

虽有协议在先# 物业公司仍

无权强令你拆除防盗网%一方面#

你对自己房屋阳台$ 窗户享有专

属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

条

规定)&建筑区划内符合下列条件

的房屋#以及车位$摊位等特定空

间# 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

称的专有部分)*一+ 具有构造上

的独立性#能够明确区分,*二+具

有利用上的独立性# 可以排他使

用,*三+ 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

所有权的客体%'据此#阳台$窗户

当属业主的专有部分% 而物权法

第
8*

条指出)&业主对其建筑物

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 业主行使权利不得

危及建筑物的安全# 不得损害其

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你安装防盗

网是出于自我安全防护之需#且

防盗网外侧与房屋外墙面处在同

一平面位置#既不危及房屋安全#

也不损害他人利益# 故物业公司

无权干涉%另一方面#你与物业公

司关于不可安装防盗网的约定无

效%合同法第
9)

条规定)&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

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

条款无效%'因为物业公司与你签

订的!房屋装饰装修管理协议"源

自其所提供的格式文本#而&不可

安装防盗网$纱窗等防护设备'的

约定#排除了你对自己房屋阳台$

窗户享有的合理使用权利# 故虽

然你在签订协议时属于自愿#该

条款仍属无效# 所涉内容从一开

始便对你没有法律约束力%

本报法律组

门诊问题$

利用他人作品!商标

声誉营销是否合法

门诊专家$

北京理工大学

副教授 侯仰坤

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

法官 袁博

如此“搭载”营销不合法

侯仰坤

袁 博

立“网络遗嘱”
难有法律效力

!

本报记者 李轩甫

通讯员 赵 莎

最近#海南省海口市一家名

为$您的人生黑匣子%的网站悄

然走红网络#用户可将自己的网

络遗嘱寄存在网站#一旦立遗嘱

的人发生了意外#网站就会把遗

嘱发给用户事先指定的联系人*

!9

岁的赵俊杰在好奇之下尝试

了一回*对此#律师认为#此方式

很难界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赵俊杰是一家家饰用品公

司的业务员#经常来往于广州和

海南之间*一个多月前#他偶然

在论坛上看到网友推荐一家名

为$您的人生黑匣子%的网络遗

嘱网站#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注

册了*$我当时就是抱着半开玩

笑的态度注册的#赶个时髦*%赵

俊杰说#注册成功后#他发现该

网站不仅能立遗嘱#还可以传递

情感&记录虚拟账号等#由于平

时比较内向#他想把对亲人说的

话记录下来#就不用担心以后发

生不测而留下遗憾了*

9

月
*:

日# 记者登录赵俊

杰提供的网站看到#注册会员每

年只需要
"(

元就能拥有一个网

络遗嘱保管箱#用文字&图片&视

频的形式保存情感信息&人生日

记和财务状况等*用户可以自己

设定网络登录时间#如果过了约

定时间没有登录#就被视作发生

意外#网站就会启动遗嘱执行程

序#联系用户指定的联络人*

$网络遗嘱% 能否提供立遗

嘱功能+记者联系了该网站一位

李姓客服# 他称#$网络遗嘱%并

非$在网络上立遗嘱%的意思#也

不提供立遗嘱功能#它只是一个

重要信息的存储和传递平台#侧

重的是用户的情感表达与寄托#

目的是为用户留下珍贵的生前

个人信息以及记忆#将这些珍贵

的东西传递给家人*

采访中#不少市民对这一新

鲜事物持怀疑态度*$现在网络

黑客那么多#把个人重要信息交

给陌生人保管多没安全感*%市

民符平喜说#他担心如果立遗嘱

的期限还没到# 网站却倒闭了#

等于白费功夫#而$网络遗嘱%是

否具有法律效力#值得商榷*

那么#$网络遗嘱%究竟有没

有法律效力+对此#海南阳光岛律

师事务所律师陈剑表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遗嘱

的形式只有
"

种)自书遗嘱&代书

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公证

遗嘱*判断遗嘱是否有效的关键

在于#立遗嘱的人是不是出于真

实的意愿作出的#录音&口头和代

书遗嘱都需要有两个以上没有

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才能有

效#因为这类遗嘱内容容易被篡

改和伪造*而网络遗嘱不能证明

立遗嘱人是否出于真实的意愿#

也无两个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

见证人在场#除非有其他证明途

径#否则很难具有法律效力*

出差时在宾馆洗澡摔伤
应认定为工伤

!

潘家永

赵某是某公司的职工*

!)*9

年
!

月#公司安排赵某出差参加

会议#赵某入住主办单位安排的

某酒店#当晚在客房内洗澡时因

浴室防滑垫失效滑倒#经医院诊

断为右膝内侧副韧带撕脱#右股

骨内骨软骨损伤*赵某认为其所

受伤害系因工作原因引起#遂向

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

了目击者证明&诊断证明书等材

料*那么#对赵某的情况可以认

定为工伤吗+

根据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

例"第
*9

条第
"

项规定#职工因

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根据该规定#

因工外出认定工伤应具备以下

要件)一是因工外出期间#应为

职工接受用人单位的指派#以用

人单位的名义外出工作的期间*

二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即

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因工作

原因伤亡*

由于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作

具有特殊性#特别是因工外出期

间所面对的环境& 状况相对陌

生# 遭遇伤害的可能性将更大#

因此#笔者认为#因工外出的#外

出的整个期间都应当认定为工

作时间(职工外出的场所应包括

休息场所#与外出工作有直接关

系和间接关系的情形都应视为

$工作原因%#如与工作有间接联

系的休息&旅途等都应视为工作

的延续#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职工

的权利*当然#不能将那些与工

作无关的活动#如在出差期间探

亲访友&娱乐游玩&购物等私人

活动视为$工作%或$工作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
!))8

年
(

月

8

日 !关于职工外出学习休息

期间受到他人伤害应否认定为

工伤问题的答复 " 明确指出 )

$职工受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期

间# 在学习单位安排的休息场

所休息时受到他人伤害的# 应

当认定为工伤*% 职工受单位指

派外出工作& 开会期间在休息

场所休息时受到伤害的# 与该

答复相比# 仅仅是外出的具体

原因不同# 性质完全相同* 比

照外出学习# 外出开会更应认

定为工作时间* 故可以适用该

答复所确定的原则*

综上所述#职工因工作原因

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职务有

关的活动的时间#应认定为$因

工外出期间%(在用人单位&会议

举办单位或学习单位组织或安

排的与工作有关的活动
;

包括休

息
<

中受到事故伤害#可视为$工

作原因%*本案中#赵某受指派外

出参加会议属于 $因工外出期

间%( 在会议安排的房间内洗澡

摔伤#应认定为$由于工作原因%

受到伤害# 因此应当认定为工

伤*

%作者单位$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
作品用于营销属于侵权
行为

"

搭载知名品牌营销构
成不正当竞争

"

对他人商标不当使用
可能造成他人商誉贬损

我来到了潘久久所在的村

子里* 这个偏僻的村落# 却有

一所知名度很高的小学* 学校

占地上万亩# 建成一个坐北朝

南凹字形的二层楼建筑群# 教

学楼 & 办公楼 & 宿舍 & 餐厅 &

洗浴场所& 操场& 篮球场& 羽

毛球场& 乒乓球室& 健身房等

功能齐全* 据刘新玉校长介绍#

这所学校是十几年前由一个不

愿留名的好人援建的 # 耗资

"))

多万元* 由于学校条件好#

吸引了不少师资力量# 生源越

来越好 # 学校的升学率很高 #

成为全市有名的小学*

$这么些年了# 你们还不清

楚捐资人是谁+ 这也太对不住

人家了吧*% 我问*

校长刘新玉说) $我们多

次到县政府和教育局打听# 他

们都说对方不愿意留下姓名 #

只有县长& 书记等几个人知道#

并告诉我们要遵守协议# 尊重

人家# 不要乱打听*%

我向刘校长说明来意以后#

刘校长又请来一些村里的知情

人# 向我介绍张永强的一些情

况*

张永强生于解放前两三年#

他是这所小学的创办人* 自那

年因潘玉琴自杀事件# 他被公

安局审查后# 不久便辞去校长

职务# 举家到县化工厂承包了

一个碱湖* 据说# 张永强脑瓜

子好使 # 那几年赚了不少钱 *

后来传闻他改名换姓在青海 &

甘肃 & 内蒙古等地倒贩羊绒 #

做起羊绒生意* 八十年代后期

就成为有名的企业老板# 不过

这些都是道听途说# 没有人能

证实# 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但据村里人回忆# 张永强

离开村里后 # 再没有回来过 #

也没有人得到过他的消息* 渐

渐地# 他被人们遗忘了# 只有

潘久久时不时地闹腾# 人们才

会想起他来*

潘玉琴在遗书里还提到 #

当时张永强的哥哥是大队党支

部书记# 张还称县里省里都有

人# 即使她告也告不倒他# 只

能让她名声扫地# 这也是当初

她不敢告的原因之一* 经了解#

张永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

他的哥哥曾担任过十年村支书#

几年前已经去世* 没有听说县

里省里有什么亲戚和关系# 他

老婆与他同村长大# 都是穷苦

人家出身# 也没有什么背景*

潘久久被判刑出狱后# 打

听到张永强在青海 & 内蒙古 &

河北一带贩卖羊绒# 后来突然

不知去向* 他认为张永强是畏

罪潜逃# 还要求公安局落地拿

人*

张永强的小舅子说# 那年

公安局审查张永强时# 他姐姐

杜梅担惊受怕# 受到刺激# 心

情郁闷* 他们到碱湖的第二年#

杜梅查出患了肝癌* 接着晚期

股骨转移后# 十分痛苦# 生不

如死 * 她经常神神叨叨地说 )

我每天梦见潘玉琴在追赶# 这

是报应啊* 还说# 过去我们对

不住潘玉琴# 张永强要多做善

事# 积德行善# 赎回罪恶*

姐姐去世后# 他们家和张

永强渐渐疏远了# 后来干脆听

不到张永强的音讯*

从村里调查回来 # 我想 #

张永强工于心计# 他在碱湖淘

了一桶金# 传说后来发迹也不

是空穴来风# 那么他究竟现在

在哪里+ 他如果活着也是年近

古稀* 一个偏僻的村子# 建国

以来没有走出去几个人才# 什

么人会在那里投资建学校+ 这

个人# 一定是与村里# 或学校

有着特殊的关系或感情* 那么

这个人是谁呢 + 职业的敏感 #

我首先想到了张永强*

刘星因潘玉琴事件被学校

开除后# 当了一辈子农民* 自

从那年潘久久把玉琴刚生下的

那个男孩子# 送到他家后# 刘

星和父母悲喜交集* 欣喜的是#

毕竟是刘家血脉 # 后继有人 #

还可能通过生米煮成熟饭# 进

一步得到玉琴* 尴尬的是未婚

得子# 有悖人伦# 一旦玉琴不

找刘星# 带着个孩子怎么再找

对象+ 不管怎么说# 人命关天#

他们都得好好照料这个孩子 #

不能有个闪失*

谁知# 几天后传来潘玉琴

自杀# 这个小生命就完全落在

刘星的身上* 刘星给他起了一

个 $新玉% 的名字# 寄予他对

玉琴的深深怀念*

刘星家境贫寒& 有狐臭遗

传& 带着一个孩子# 打光棍是

他必然的结局* 他聊以自慰的

是克勤克俭# 把孩子培养成一

名大专生# 终于实现了跳出农

门的宿怨*

后来# 听到有人说# 潘玉

琴还和张永强还有一腿# 这个

孩子不定是谁的呢+ 玉琴乱搞+

刘星不信* 但是潘久久杀张永

强这是事实 # 到底是为什么 +

听说玉琴有遗书# 但都是小道

消息# 没有人见过* 再看那个

孩子的长相# 尤其是那道眉毛

和鹰勾鼻子# 分明是张永强的

变种# 哪一点也不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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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没有追诉期
控申科高科长接到一起尘封已久的案件$ 三十多

年前'一个豆蔻年华的乡村女教师自杀了(女教师的父

亲带着女儿的遗书找到了高科长)遗书中'女教师声泪

俱下揭露了校长张永强强奸她的真相) 当年张永强嫁

祸于人'侥幸逃过了公安机关的调查)多年过去'面对

这样一宗"死案#'高科长没有因为案情复杂且过了法

律追诉期'一推了之'而是深入调查'拨开迷雾'使真相

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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