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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担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不久的姜颖，
司法从业24年。 她先前一直担任知识产权案

件审判工作———她曾经被最高法选派出国留学， 取得
硕士学位； 她先后审理了我国首例确认不侵犯商标权
案、 中国十大影响力诉讼之一的尼欧普兰客车外观设
计专利案、 微软与 “郑码” 著作权案等大案、 名案；
她破解了多个司法难题， 做知识产权庭庭长之时想办
法提升审判效率； 她曾获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全国优
秀法官、 首都劳动奖章、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
技术、 管理人才等荣誉； 她曾代表中国法官出席国际
会议， 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情况；
她曾被英国 《知识产权管理》 杂志评为2012年度全球
知识产权界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成为第一位获
得该声誉的中国女法官。

从1994年到如今， 姜颖24年来职业成长的每一步，
都与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的发展密切相关， 其个人成长
的足迹， 亦是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发展的缩影。

入职第一年
成为知识产权法庭的“拓荒牛”

1994年7月， 26岁的姜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 获
得第二学士学位， 进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当
时北京法院组建知识产权专业审判庭还不满一年， 她
成为了 “拓荒牛” 之一。 当时的庭长宿迟说过两句话
令她受益至今———第一句是 “知识产权无小案”， 第二
句是 “只求做大事， 不求做大官”。

同年， 迪斯尼公司以北京某出版社等侵犯 《著作
权》 为由， 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被
告出版、 发行的 《丛书》 中复制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
卡通形象， 其中有公众耳熟能详的米老鼠等。 现在看
来，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案件， 可当时这起案件受到
国内外强烈关注。

姜颖介绍， 那时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两国开
始出现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争端。 1992年3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
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 （简称 《中美知识产权谅
解备忘录 》） 生效 ， 使两国的争端得到了一定的缓
解 。 然而 ， 1994年 6月 ，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中
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为理由 ， 又一次在 “特别
301条款” 年度审查报告将中国升格为 “重点国家”，
双方面临贸易战 。 中美双方开始了漫长的知识产
权谈判 。 迪斯尼公司就在这次谈判期间提起了本案诉
讼， 在此背景下， 此案成为国内外各媒体追踪报道的
对象。

1995年， 经过市一中院一审、 市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 《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 生效后， 美国国民
的作品在中国受到保护 。 被告出版社先后三次出
版 、 发行了含有原告卡通形象的 《丛书》， 其中第二
次和第三次的出版发行行为均发生在 《中美知识
产权谅解备忘录》 生效日之后， 已构成侵权， 应承担
侵权责任。 某发行所在未审查 《丛书》 是否合法的情
况下 ， 发 行 该 《丛 书 》 ， 构 成 对 原 告 著 作 权 的 侵
犯 。 法院最终判决： 北京某出版社和某发行所停止侵
权行为， 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22万
余元人民币。

该案的裁判结果获得了各方的积极评价， 特别是
美国新闻界、 法律界和企业界评论称： 此案的审判结
果表明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认真的、 负责的。

作为刚刚进入法院工作的新人， 姜颖是此案的旁
观者。 她目睹了该案审判长宿迟等前辈在审理此案时
的焦灼和审慎。 关注到了案件进程和中美贸易关系的
密切联系， “在每一件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中， 表面
上看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纠纷， 但背后可能会影
响到整个社会， 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姜
颖从此案感悟到。

2005年， 姜颖曾分析了此案发生的背景及影响 ，
并写成论文发予以发表， 她评价此案为 “《中美知识产
权谅解备忘录》 在著作权案件中的首次适用”。

挑灯夜读
被选拔赴英留学

从1994年到2001年， 姜颖从书记员做起， 每天订
卷、 复印、 记笔录。 在此期间， 她在一个一个的案件
中感受到知识产权对个人、 企业的影响， 吸收着知识
产权审判的各种技能和知识。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在
逐年上升， 1998年姜颖开始承办案件时， 由于法庭里
人手不够， 她不仅要做法官承办案件， 还同时承担部
分案件书记员的工作。

2001年12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最高法院
规定： 起诉国家专利复审委和商标评审委的一审案件，
全部由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管辖。 也是在那一年， 经
过多轮选拔考试， 姜颖被最高人民法院选派赴英国伦
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姜颖清楚记得收到推荐消息的那一天， 时任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的罗东川法
官找到她说： “姜颖， 最高法院正在全国遴选法官，
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这是个机会， 要把握
住啊！”

罗东川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型法官， 2018年被
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庭长。 他审理过轰
动京城的 “枫叶” 与 “鳄鱼” 侵犯商标权案、 微软诉
亚都侵犯软件著作权等案件。 在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
的美国迪斯尼公司诉国内出版社侵犯著作权案中， 罗
东川亦是合议庭成员之一。

这个推荐改变了姜颖的职业生涯。 虽有了单位的
推荐， 但去留学的道路仍需要披荆斩棘地竞争。 最初，
全国被推荐上来的有四十多名候选人， 一共要经过初
试、 雅思考试、 英方面试三个关卡。 候选人全部通过
雅思考试， 初试之后还剩12个人， 最后一轮英方面试，
要从12个人中筛选出6个。

“真是比高考还紧张。 复习雅思考试的那几个月，
就没有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 全院只有一个名额参加，
如果被淘汰怎么交代？” 姜颖说， 那时已经离开学校七
年， 重新学习英语非常困难， 当了解到竞争者中有的
是英语专业， 有的以前考过托福且成绩优异， 压力更
大了。 “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调侃说， 要是高考这么用
功， 何愁考不上清华北大？”

就在距离初选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姜颖突然
接到姐姐的电话———妈妈腹背痛， 被家乡的医院诊断
为癌症。 姜颖与母亲的感情很深， 擅长编织、 缝纫和
绣花的妈妈， 在姜颖小时候总是想尽办法让女儿穿得
体面漂亮， 在姜颖心里， 母亲一直是坚强勤奋的代表。
姜颖立即放下手里的功课， 心急火燎地安排妈妈来京
看病。

“我妈当时被姐姐扶着下了车， 人都是佝偻着的。
即便是这样她还怪我姐 ， 说姜 颖 时 间 这 么 紧 张 ，
告诉她干嘛？” 妈妈的担忧， 让姜颖一时泪奔。 “其
实我知道， 我姐是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团聚了。” 姜颖
放下所有事情， 陪母亲做了手术。 幸而， 姜妈妈最终
被确诊排除了癌症 。 虽然因为这个插曲耽误了一
个多月， 然而姜颖经过几轮选拔， 最终踏上了赴英留
学之路。

闯语言关
国际大会发言亮出中国声音

英国学习中的语言关， 难倒了国内的高材生们。
姜颖说， 刚开始接触专业书籍和全英文的专业课， 她
的听、 说、 阅读， 都异常吃力。 “比如专业书籍上的
英文单词， 每一个都认识， 但是连成句子， 读了好几
遍都还不理解。” 姜颖回忆， 为了弄懂专业课程， 她专
门购买了中文书籍予以对应查看。 大家都比着劲儿学
习， 经常深夜苦读。 在毕业考试前， 姜颖硬是整理出
了一万多字英语单词的复习材料， 要求自己全都背诵
理解。 临近考试前， 姜颖的一位同学痛苦地跟她说，
“小姜， 我觉得我得脑癌了。 每天头疼得睡不着。” 结
果考试一结束， 这位同学的头疼病无药自愈， “其实
大家都知道， 没病， 就是累的。” 姜颖笑着说。

在国外学习期间， 姜颖感受到国外学者对我国情
况的不了解。 当英国导师询问姜颖在国内的工作时，
姜颖如实回答自己是一名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曾
审理过有关网络域名的争端。 对方竟耸耸肩惊讶地说：
“中国？ 中国还有知识产权保护， 还有网络域名的争
议？” 这令姜颖非常尴尬， “真没想到外国人对中国的
了解这么少， 我当时想要是有机会， 一定跟他们多介
绍中国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情况。” 姜颖说。

2004年3月， 为应对入世提出的巨大考验和挑战，

北京市一中院组成专门审理专利行政案件的合议庭，
由姜颖担任审判长。

高水平判决
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影响

初任审判长， 姜颖想尽办法提高审判效率。 据一

中院的统计， 专利行政案件合议庭在2004年3月份成

立， 6月份就结案一大批， 当年清理了全部积案， 平均

审理期限缩短了31%。

2005年， 姜颖审理了著名的辉瑞公司与国内企业
争夺 “伟哥” 商标案。 原告辉瑞有限公司 （简称辉瑞
公司）、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简称辉瑞制药公司） 将三
家国内企业告上法庭， 称从1998年起， 媒体就用 “伟
哥” 来称呼其研制的专用于男性勃起障碍疾病的 “枸
橼酸西地那非 ”。 该药品的注册商标为 “VIAGRA”，
但是， “VIAGRA” 与 “伟哥” 具有对应性和一致性。
我国广州的一家企业抢先向商标局提出了注册申请，
并生产药品予以出售， 具有主观恶意。 两家原告要求
法院认定 “伟哥” 是辉瑞公司的驰名商标。 被告一方
也并不示弱， 说这些报道反映的是报道者本人的意思，
并不具有法律意义。

案件审理历时一年两个月， 双方都拿出了大量证
据材料。 2006年， 该案宣判。 姜颖等合议庭成员认为，
由于辉瑞公司从未实际使用 “伟哥” 商标， 不能证明
其对 “伟哥” 商标进行了广告宣传， 也不能证明 “伟
哥” 是原告辉瑞公司的未注册驰名商标， 判决辉瑞公
司对 “伟哥” 商标并不享有商标法规定的合法权益，
该案曾引发巨大的轰动 ， 是辉瑞公司历时10年争夺
“伟哥” 商标系列诉讼中的关键一环。

此外 ， 姜颖还审理了一系列知名案件 ： 比如 ，

2006年， 德国尼欧普兰公司诉中国三家客车公司外观
设计专利侵权案， 姜颖在此案中判决被告侵权， 赔偿

2000余万元。 该案的判决， 树立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的国际形象， 被称为 “中国客车侵权第一案”、 “中国
入世后的聚焦案件”。 以及 “法拉利” 域名案、 “解百
纳” 商标争议案、 “菲利浦” 剃须刀外观设计专利
案、 “西门子” 烟雾探测器专利侵权案……到2013
年， 姜颖已经审理1000余件知识产权案件。

产房里修改文书
数万字判决书理清是非对错

“姜颖， 明天你就要进产房了， 必须马上休息！
没见过你这样的产妇！” 2010年9月， 姜颖在产科病房
里架着小桌板用笔记本电脑写判决， 护士这样对她说。
她已经年过42岁， 怀孕两次都没有保住孩子， 这是第
三次怀孕。 姜颖还是坚持将判决完成， 发送到同事的
邮箱。 好在第二天， 女儿小鱼顺利出生。 记者从姜颖
处拿到了这份在产房中写就的判决。

这是一份著作权案件的判决。 该案的起因是两个
作家都写了有关末代皇帝福贵人李玉琴的电视剧本。
被告一方的剧本已经被拍摄成电视剧， 被起诉时正是
电视剧将要发行的关卡。 原告方认为被告的剧本是抄
袭自己的， 于是起诉。

姜颖对此案印象很深， 由于双方的争议很大，姜颖
认为判决书必须更加令人信服。她一边备产一边反复修
改和完善判决书， 就是怕判决用词上的不谨慎， 激化
双方矛盾。

“案件的难点在于， 李玉琴本人是个历史人物。
其人生经历不是凭空杜撰的。 两个作家写同一个人，
在情节上肯定都要参照历史文献， 根据其个人经历来
描写， 肯定有内容上的重合， 那怎样的雷同才能算抄
袭呢？” 姜颖说。

姜颖和合议庭其他成员将原告指控被告抄袭的84
个剧本细节逐一进行比对： 比如， 原告的作品中， 溥
仪是在日本人的舞会上出场的， 并谈到了当时谭玉玲
的病情； 被告的作品中， 溥仪在寝室中出现， 也谈到
了谭玉玲的病情。 对此， 原告认为这些情节 “溥仪出
场的年龄相似、 出场情节也相似”， 而被告认为只是历
史背景相同， 溥仪出场的情节、 与关东军会面的原因、
过程不完全一致。 双方的意见都被合议庭列成表格挨
个进行研判。

判决时， 合议庭在判决书之外， 制作了将近一万
字的判决附件， 这84个情节被一一列出， 每一列都写
明了两部作品的表述， 原被告对这个情节的看法主张，
并被分为6大类情况被逐一分析。

最终， 姜颖等合议庭成员认为， 两个剧本的剧情
发展都遵循了历史发展脉络， 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及

一定程度上的艺术化处理。 由于两剧所描写的历史人
物及其之间形成的人物关系系 历 史 上 客 观 存 在 ，
保 护 的对象， 不能获得垄断保护。 原告无权对 “李玉
琴和末代皇帝溥仪两个人的情感发展变化 ” 故事
主线 、 反映李玉琴一生命运坎坷的主题思想以及采用
李玉琴和溥仪双线索的方式展开故事的选题及叙
述方法进行垄断， 不能阻碍他人以同样的故事主线、
主题思想或创作手法进行文艺创作， 因此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 这份完成于产房的判决最终得到了上级法院
的支持。

2012年， 姜颖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全国优秀法
官”， 同年被英国 《知识产权管理》 杂志评为该年度全
球知识产权界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成为第一位、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该荣誉的中国女法官。

拒猎头200万年薪邀请
在互联网法院领域继续开拓

姜颖的审判事迹逐渐见诸报端， 个人邮箱里时不
时收到企业或猎头诚邀她加入企业的邮件， 最高年薪
开出了200万元。 然而， 姜颖却笑称自己不善于挣钱，
不太适合到企业工作， “我更喜欢做一个法官， 能够
不站一方的立场， 居中裁判。”

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人才的炙手可热相呼应的是
知识产权案件数量的逐年上升。 姜颖回忆， 1994年当
年北京市只有105件的知识产权案件。 2014年1月至10
月， 全北京市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23176件， 其中3
个中院受理11541件， 同比上升了180%。

2014年11月6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 集中管
辖原由北京市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民事和
行政案件。 姜颖被任命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一
庭的庭长， 在这里的四年中， 姜颖平均每年要审理一
百起左右的案件。

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统计， 从2014年11月6日挂牌
成立至2018年10月底，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各类
知识产权案件50739件 ， 收案数年均增长超过 30％ 。

2018年， 50名员额法官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要面对
每年近1.3万件知识产权案件。 同时， 新类型案件层出
不穷， 出现了首例声音商标案、 首例音乐喷泉案等诸
多知识产权领域的 “首案”。 随着案件量的增加， 如何
让法官办理更多的案件， 如何让百姓在法院有更好的
诉讼体验， 成为了司法系统的新课题。

2018年9月9日， 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 姜颖被任
命为副院长。

北京互联网法院受案范围是北京市辖区内应当由
基层法院审理的部分与互联网有关的案件， 其中包括
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 该法院最大的特点是
“网上案件网上审理”， 使老百姓线上打官司成为现实。
姜颖负责电子诉讼平台的应用测试和意见反馈。 在互
联网法院挂牌之前， 姜颖带着法官团队三班倒， 完善
平台建设。

“程序员、 工程师了解程序， 但是不了解法律。 比
如我们发现诉讼平台不能适用于共同原告的案件， 缺
少诉前保全的案由等。” 姜颖说， 在临近挂牌之时， 团
队紧急加班解决了一批基本问题， 确保法院挂牌后平
台的平稳运行。

互联网法院什么样呢？ 一方面， 老百姓在家就能
通过网络上传起诉文书， 在法院大厅通过诉讼智能平
台可给办案法官留言， 甚至可以在家远程完成开庭；
法官利用诉讼平台， 也能方便地查阅同类案件的裁判，
借助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类案裁判文书， 提高办案效率。

三个月， 50名法官编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
三千余件案件。 预计今年该院将收案6万余起。

姜颖在微博里写 “小时候吃饭用粮票、 穿衣用布
票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 家境平平的我有机会出国留
学； 法官从一个字一个字手写判决到一键自动生成判
决书初稿； 当事人从一趟趟跑法院到足不出户就可以
打完一场官司。 这些改变二十年前的我根本无法想象。
二十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子？”

未来的二十年， 一定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婧婧

用高水平判决
维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形象

女法官姜颖：

2012年7月，姜颖被英国《知识产权管理》（MIP）杂志评为
2012年度全球50位知识产权界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姜颖被知识产权界评为
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在审判专家颁证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