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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私法制度得以存续的前提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具有稀缺性。属于私法范畴的知识产权

法，其所保护的对象，即知识财产，当然具有稀缺性。知识财产是公共物品，或者说是共用品，可以

通过建立私权制度对其予以保护。知识财产具有可占有性，因为知识财产总是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

而存在，对物质载体的占有就是对知识财产的占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既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其

现实合理性，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绝非“人们头脑中虚构出来的语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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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吴楚敏两位学者的长文《转换的范式：反思

知识产权理论》(以下简称《范式》一文)，该

文观点鲜明，层次清晰，资料宏丰。其力图通过

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局限一一“预设和夸

大物品的稀缺性，将产权激励作为首要乃至唯一

的选择；人为地创设了物品的排他性，以维系权

利人的对知识产品的可占有性；通过‘法律中心

主义’，掩盖了法律之外创新行为”一一的阐

述，来论证“知识产权是一渐行渐远的法律制

度”。细读此文，深思之后，我们对该文有一些

粗浅的看法。我们认为， 《范式》一文所提出的

论据，即关于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局限性的

有关论述，是不成立的。本文试对此展开评述，

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知识产权制度属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是

人类建构的一套具有规范功能的观念体系。但

是，制度设计只能建立在人类经济生活的事实基

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空洞幻想之上。 《范式》

一文对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批判，其出发

点一一即该文作者也认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应该

建立在人类经济生活的现实基础之上一一是正确

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范式》一文对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人类经济生活的基础”的

认识和判断却是本文不赞同的。《范式》一文认

为，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预设或者说虚构了三

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一一即： “知识财产具有稀

缺性”、“知识财产是私人物品”和“知识财产

具有可占有性”，据此， 《范式》一文认为，现

行知识产权法律是建立在虚构的事实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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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只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只是一个

“政治经济学”故事，不具有现实必然性，知识

产权法律制度应该终结。本文认为， 《范式》一

文对这三个事实问题的认识有失客观。本文拟通

过对《范式》一文的评论来解决现行知识产权法

律制度存在的事实前提问题。至于《范式》一文

所认为的“危机重重”的现行知识产权法所涉及

的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知识产权法规范作为

抽象物的“知识财产”，如何可能?知识产权维

权成本高昂，有无必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理

性依据何在?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法的规范

目的是否还存在?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否阻

碍了人类的创新活动等问题，本文暂不涉及，拟

以后陆续展开评述。

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否预设和

夸大了“物品的稀缺性”

(一)何为稀缺性
稀缺性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术语，指经济物品

的一种显著特征：在人们对其无限的欲求面前，

该类物品总是显得有限。“我们满足自己所有

需要的能力的缺乏被称之为稀缺性”④。需要注

意的是，稀缺与稀少并不是同义词。“稀少”意

指一种物理状态，往往反映在实际数量上面，例

如天然钻石这种奢侈的稀罕物。但经济学上所指

的“稀缺”是“不足”的意思，正如保罗·萨缪

尔森等人所说，稀缺是指相对于需求(可理解为

对物品能够充分供应的欲望)，物品总是有限的

一种状态④，兹举一例，世界大米、小麦的年产

量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与“稀少”不沾边，

但就世界范围对粮食的需要而言，尤其是考虑到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数以亿计的人民仍在生死边缘

徘徊的境况，我们可以说，粮食的产量虽是庞大

可却不足甚至远远不够的。由此可见，以数量上

之多寡作为判断稀缺性之有无的标准是没有理解

稀缺性本身的定义，故此种说法是不足取的。不

难得知，我们在判断作为经济物品的知识财产

是否稀缺时，也应该着眼于某一具体知识财产的

“质”，而不应该着眼于整个社会知识总“量”

的多寡。本文正是以这一经济学基本常识为前

提，展开对《范式》一文的评述。

(二)稀缺性是知识财产的自然属性
本文认为，稀缺性为知识财产的自然属性，

而非人为的制度设计。不同于劳动产品，知识财

产具有唯一性。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劳

动产品价值上的不同，是由于造就劳动产品所需

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差异而决定的。而不

同的劳动产品得以比较，并在可以比较的基础上

能够进行交换的前提是劳动的无差别性。简而言

之，任何劳动成果是同质的，有统一的计量单位

的事实决定了体力劳动成果具有可比较性。因

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劳动成果的具体形式干差

万别，用途也不尽相同，但由于倾注的劳动只有

量之不同而无质之差异，故我们所需要做的，不

过是具体技艺上的学习和掌握，以生产出形态及

用途上各式各样但本质却等同的劳动产品。而劳

动产品的生产，本质上就是将时间投入到物品的

不断复制的过程，且劳动产品的价值多寡，不过

是社会就此物件的复制所需花费的一般时间的长

短来确定的。由此可见，劳动作为技能，可以通

过传承、学习、训练获得，因此，劳动是可以重

复的行为，进而劳动成果可以重复再现；劳动成

果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可以用同为劳动的尺度来

计量，故而不同劳动成果之间可以比较和交换。㈢

而知识财产却不同。知识不是劳动的产物，

而是创造的产物。劳动与创造系属二事：创造活

动是不可再现的；不同于劳动过程，创造进程是

无法习得的，因而创造成果具有不可复制性。创

造结果是“从无到有”的“质变成果”，而劳动

成果是“量的扩张”，“属于复制的结果”。不

同创造之间，都是异质的，不具有可比性。创造

成果是唯一的，创造不可再现。㈤由此可见，创

造与劳动相比，二者之间虽无高低贵贱之分，行

为性质却迥然不同。创造成果(知识财产)与劳

动产品相比，二者在性质上也当然不同。例如一

本小说，人们往往认为，通过不断再版与重复印

刷及发行，知识本身也相应地得以复制繁衍，这

是不言自明的事。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探讨，不

①罗宾·巴德、迈克尔·帕金著：《经济学精要》，王秋石、张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微观经济学》，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③刘春田：《知识产权制度是创造者获取经济独立的权利宪章》，载《知识产权》20lo年第6期。

④同注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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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发现此种观点实在是经不起推敲的。书籍的出

版销售，发明专利的惠及大众，不过是承载知识

的形式不断被复制的结果，而通过该形式所体现

出来的知识仍是唯一的，既无质上的变化，亦无

量上的增加。缘何如此?本文认为，正是由于创

造活动的不可重现，致使作为创造成果的知识具

有不可复制性，而正因为其是不可复制的，故而

知识财产具有唯一性。具体而言，是因为每个个

体的大脑构造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思维活

动都是独特的，任何人都不能够重建他人的思维

进程，故不存在类似劳动产品那样能够复制他人

思维的形式、结构的可能性。我们常常说，此人

理解了康德三大批判的精粹，彼人掌握了黑格尔

唯心辩证法的内涵，但在世界范围内，古往今

来，没有一人能够宣称自己完全掌握了他人的思

维模式，能够将他人智慧成果的形式完全重现，

连细微之处都一模一样。有人会说，思维创造活

动本身并非关键点，只要我获取了作为最终成果

的知识财产本身，我就有可能掌握真理。本文承

认，通过占有体现知识财产的物质载体，也就是

占有了依附于其上的知识形式，但仅仅在占有其

形式，或者在此基础上殚精竭虑去对这些形式予

以理解与感悟，就能获得该知识吗?答案是否定

的。将书读得透彻，指的是理解其要旨、精华，

把握作者的主要思想，但要理解作者的全部思

想构造，是不可及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不同的

人读的书籍，即使有完全相同的文字编排，人们

对该知识形式的认识也绝不会相同。莎士比亚脑

海中的哈姆雷特形象与百千万个读者脑海中的哈

姆雷特形象绝不会完全相同，百千万个读者关

于哈姆雷特形象彼此也绝不会完全相同。那些认

为占有了知识财产的形式就是拥有其知识的人实

际上默认了这一前提：我的大脑能像机器一样复

制他人的思维形式，正如劳动能复制一般。这种

认知是不客观的。文学创作乃至科学研究，虽不

完全依靠灵感但往往也离不开灵感，不少人往往

是一时兴起，想到了某种修辞手法、典故、发明

思路，但事后去问他是如何想到的，恐怕连他本

人都不一定能清清楚楚记得他当时的想法，正所

谓“随性而至，无人可免”，让旁人完全掌握知

识，那就更无异于痴人说梦。试想，在弹奏“高

山流水”曲谱时，若要求伯牙对每个旋律、每个

手法、每个音符甚至每一个细节安排都要与钟子

期对该曲谱的理解保持一致，则伯钟二人必定早

己恶语相向、怒目金刚，甚至拳脚相加了，伯牙

也一定是早己摔琴悲叹，不待钟子期死而后摔

了。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对同一作品的

理解完全相同的人，毕竟人心相同，各如其面。

由上可知，不同于劳动成果，知识财产的

唯一性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因其不可再现所决定

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没有预设知识财产的稀

缺性，而是知识财产本身即具有稀缺性。根据张

五常先生的观点，经济物品的定义是“多胜于

少”，这也是“缺乏”的定义⑨，通俗地说，就

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胜”字代表的是

人们的客观需求，用在经济物品的这一定义中，

是指对此类物品无论供应多少都不会厌倦。而对

于供应之有限，应在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一是

有需求。若人们对其没有需要，用马克思的观

点来看，即此物没有使用价值，那就算不上是

商品(这与现代经济学和本文所指的“物品”同

义)，例如扶不上墙的烂泥，在哪儿都是无法进

行交换的。二是在数量上本身就是有限的。如果

本身是无限的，人们对之有需求，即“有胜于

无”，但却不是“多胜于少”，属于“免费物

品”的范围。美国人曾戏言：“在美国，只有享

用两种东西不用交税一一阳光和空气”。这虽有

调侃意味，但却极为正确。观之知识财产，人们

对其有着无限的渴求，现代社会的进步主要是靠

知识来驱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然人类社会

是持续不断地发展而客观上又需要依仗知识积累

与智力指导，且人们对知识的探索从古至今都是

没有间断的，足见人类对其需求之无限；而同

时，知识财产又具有唯一性，足见其本身数量之

有限。可见知识财产应当属于一种经济物品，自

身具有稀缺性，而非人为制造稀缺。㈣

⑤物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物品，二是免费物品。物品的定义是有胜于无。在所有物品中，有一大部分是多胜于少的物品，就

是经济物品，这种物品在现实的世界中数之不尽，黄金白银、葡萄美酒、衣食住行、旅游憩息、天伦之乐，等等，都属之。在所有物品

中，有一小部分是有胜于无，但不是多胜于少的物品，就是免费物品。这种物品供过于求，即使再多一点也没有用，所以多胜于少就说

不上了。这样的物品不多，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空气。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于是成为

一种免费物品而非经济物品了。参见张五常著：《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6_87页。

⑥凡是经济物品，都是缺乏的，都是稀缺的。参见张五常著：《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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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范式》一文关于“知识财产

不具有稀缺性”相关论述的批判
《范式》一文认为，当今社会，随着教育、

科研水平的进一步改善，知识存量越来越多，因
此，“知识日趋普及而非稀有，正在挑战工业时

代的稀缺规则”。该结论本文不予赞同。知识存

量增多，只是表明新的知识成果越来越多地生
产出来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认该“知识成

果”本身具有的稀缺特性。“知识日趋普及”，

只是表明人们的知识素养、知识水平普遍提高
了，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就认为这些高素养的现

代人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成果就不具有稀缺性了。

我们可以通过例子来反驳以上两个论断。关于第
一个论断(“知识存量越来越多，所以知识不再

稀缺了”)的例子： “你们都很富有，所以你们

再赚取的钱财就不具有稀缺性了”。试问，他们

富有与他们再赚取的“钱财”怎么能是一回事
情?他们有钱，所以他们不缺钱了，但我们能够

因此就认为“钱财”不是稀缺物品了吗?关于第

二个论断(“知识越来越普及，所以知识不具有
稀缺性了”)的例子： “你们都很富有，所以钱
财不具有稀缺性”。本文认为，富有与“钱财”

本身是否具有稀缺性不是一回事。

《范式》一文指出： “互联网时代，传统企
业之外的知识增长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

所以知识财产本身的稀缺性不复存在了。这个判

断也明显是不成立的。知识生产能力的增长，

会导致知识财产的总量增加；知识会日趋普及，
创新能力会普遍增强，创造方式会不断翻新。但

是，所有这些事实都不能推出创造之成果，即知
识财产因此就不再稀缺了。正如前所述，我们不

能说：“我们都越来越有钱了，所以‘钱’不再

是稀缺物品了”。

《范式》一文认为，“互联网时代属于‘长
尾’时代， ‘货架空间无穷无尽’，文化和经济

重心正在从需求曲线头部转向需求曲线尾部的大
量利基产品，长长的‘尾巴’和主流热点具有

同样的吸引力。长尾是一种丰饶现象，丰饶性

(充足性)随处可见，特别是技术领域”。也就
是说，在“长尾”时代，知识传播方式日新月

异，知识财产日益丰饶，人人都可以便捷地获取
知识，人人都可以积极地参于创造知识，大众是

创新的主体，对知识的投资已经显得多余。因

此，在互联网时代， “在卖座片、畅销书和明星

身上耗费巨资将不再有利可图。”对以上观点，

本文认为，在“长尾”时代，“货架空间无穷无

尽”，这只是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传播

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

不仅不同且亦多于以往时代，但不足以表明知识

财产本身就不再稀缺了，获取知识的途径和知识

数量的增加，与知识本身是否稀缺，不是一回事

情。在“长尾时代”，是一种丰饶现象，这只是

表明，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
快，智力成果越来越丰富，但这仍不足以表明知

识财产本身就不再稀缺，对此问题，前面已经再

三论述，此处不赘。

《范式》一文认为，知识财产是人为制造的

“稀缺现象”，从而削弱了“知识不断丰富这一

规律”。本文认为，知识财产具有稀缺性，这是

一个事实问题，不是人为设计的“稀缺”，对此
前面己述。那么，行文至此，我们要问：“知识

产权制度是否会削弱知识不断丰富这一规律”?

就一具体知识财产而言，这一结论或许尚属正
确，比如，就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作品

而言，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举世之人皆可随

意使用。若是如此，这个世界上必然有更多的人
因免费阅读《哈利波特》而获益良多，从而使

《哈利波特》这一作品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

短期看来，确实使得知识财产与社会大众的距离

大大缩短，以至无限接近于零，每个人都能充分

享受到现有知识雨露的滋润。但是，如果没有知

识产权制度的保障、激励和示范效应，还会有更
多的像《哈利波特》一样的作品面世吗?如果没

有更多的这样的作品面世， “知识不断丰富”的

这一规律还能成其为规律吗?因此，不难看出，

是知识产权制度造就了“知识不断丰富这一规
律”，而不是削弱了这一规律。那种取消知识产

权制度，而发挥知识最大社会效益的做法，就一

时一事而言，可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是一

种竭泽而渔的办法。进一步深究，所断之源头有
两处：一者，在失去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保障和激

励作用后，那些鹤立鸡群的大文豪、大科学家是

否还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创造④，其智力成果的
产出数量和质量是否能与有该制度时相提并论?

⑦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古代，人类不乏精彩绝伦的创新创造行为，在现代社会同样存在着激励人们创新的非制度因素，对此，本

文从来未曾否定过。我们想指出的是，在存在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中人类的创新成果总量，肯定要比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中人类的

创新成果总量要大，而且要大得多。相关论述，本文作者拟写专门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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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若无知识产权制度的庇佑，杰出的

智力工作者也难免陷入外界事物的干扰中，无谓

地浪费宝贵的精力与时间，必然不利于智力创造

活动的开展。二者，在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后，那

些潜在的、想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来赢得辉煌人
生、有志于投身到智力创造性工作当中的后生晚

辈，其积极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打压，使他们

失望、消沉，甚至于放弃，这一点才是最为致命
的。而《范式》一文却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己进

入“大众创造”的新型社会，创造主体从少数智

者移转至普罗大众身上。众所周知，从古至今，

每个人都在不断创造，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每个

人的智力水平都不尽相同，创造能力也有高低之

分，创造出的智力成果的社会进步意义更是有天
壤之别。充分发挥其中最有意义的成果的最大作

用，须得不仅要使它为众人所用，也要令它为众

人所仰，借此激励平凡大众积极进取，努力使自
己的成果同样登上制度所设置的、“顶礼膜拜”

的“神位”。简而言之，知识产权制度对他人使

用的限制不是消极的禁令，而是富有良苦用心的

积极鞭策和鼓励。而且，说普罗大众非是创造主

体，这决不是知识产权制度所预设的：该制度只

保护纯粹意义上的创造者，如果普通百姓有能力

坐上创造者的位置，制度也自当不介意为其提供
保护。正是有知识产权制度对经天纬地之才的呵

护和标榜，令众人都想成为英雄，使潜力股不断

涌现，“前仆后继”。故此，知识产权制度实乃
不应取消。

综上所述，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财产

当然具有稀缺性，并不是如《范式》一文所认为

的其不具有此种特性。不仅如此，正因知识财产

是智力创造成果，具有唯一性，决定了稀缺性是
知识财产的自然属性，它是与生俱来、永恒存在

的。因此，说知识产权制度预设了知识财产的稀

缺性，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否预设了

“知识的私人物品属性”

1954年保罗·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了共用品的

定义。萨氏认为，经济物品有私用品(private
goods)与共用品(public goods)之分。私用品

(也译为“私人品”、“私人物品”)，是那些

可以分割、可以供不同人消费，并且对让人没有

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的物品。共用品(也译为

“公共品”、“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

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

会成员都获益的物品。㈣在对共用品与私用品的

界定上，张五常先生与萨缪尔森是一致的。张

先生认为，所谓私用品，是一个人享用其他的人

就不能享用了，所以是独用(exclusive use)的

性质，苹果是一例子：你吃苹果时，我不能吃同

一个苹果的全部；共用品是指多人可以共享而

不干扰他人享用的物品，共用品的性质是同用
(concun．ent use)，如一个电视节目，你在家中

看，我也在家中看同一节目，你看你的，我看我

的，互不干扰。除电视节目外，我们还可以举一

个思想、一项发明、一首音乐，等等，都属于共

用品。㈢将经济物品区分为共用品与私用品的标

准是根据经济品的消费特性来进行的分类，是一

个与产权无涉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张五常先生

认为，萨缪尔森将共用品用“public 900_ds”来命
名，是起错了名，误导了后人，中文译为“公共

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等，将该词

翻译为一个与产权相关的概念，是不正确的。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公共”涉及的是权

属问题而非占有和使用问题，与“共有”是同义

词。实际上，私用品不一定私有；共用品不一定

公有或共有。二者的分别只是享用的性质，与产

权或制度扯不上关系㈣。如私人博物馆的一幅供

展览的名贵古画，每个参观者都可以观赏之，而

名画本身却不会因人们发出的视线而有所破损，

并且你的视线也不会屏蔽我的视线。以公立大学

为例，学校为教师分配的办公室在所有权属上当

可认定为共有(准确地说，系属公有)，但在占

有上每个教师合法、直接地占有；在使用上，除

非经过该教师许可，任何他人不得随意使用，可

见，共有亦可私用。萨缪尔森等人正确地指出共

用品的关键特征，一是非相克性：效用扩展的成

本为零；二是非相斥性：不排除他人享用。但除

此之外，由于共用品是正的外部性的极端情况，

也有第三个特征：效用是强加于人而无论主观上

⑥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微观经济学》，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⑨张五常著：《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叭。年版，第198、212页。

⑩张五常著：《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lo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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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愿意享受其利@。知识财产完全符合共用品

的两个关键特征，按照萨缪尔森等人的观点，

足以确定知识财产为共用品，就如同灯塔一

例。至于第三个特征的意义，留待后面论述。

我们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共用品是知识财产这

种经济品的“产品特性”，这与其权利归属没

有关系。

再以小说(此处特指作为形式的知识财产)

为例，实际上，每个拿到书籍的消费者，只不过

能够宣称对书本这一物质载体的所有权，而不能

说，我拥有对这一小说的所有权。小说的所有权

人，售出的只是知识财产这一形式的合法占有，

至于出版商的利润，其来源有二：一是基于出版

合同行使复制权和发行权所获之利润，这是主要

来源；二是通过出售书本这一物质载体的所有权

所获利润，此种利润相对于前一种往往微不足

道。与之相对应的，消费者基于买卖合同获得了

知识财产的合法占有与书本的所有权。可见，知

识财产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多人可同时对其无损耗

且各自之间互不干扰地共同占有，这是一个事实

问题，并不是一个关于知识财产权利归属的法律

问题。可见，知识财产与其物质载体是一种捆绑

销售，物质载体是被转移所有权的私用品，知识

形式是被分享占有的共用品@。

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共用品只有在

完全免费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效用的最大化，给出

的理由是对共用品增加使用的边际成本为零@。

但是本文认为这样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举一例明

之：一个著名歌手歌唱得很动听，他或她的歌声

应该是共用品，因为歌声不会因为多一个人听或

者少一个人欣赏而有损耗，听众也互不妨碍。因

为只有免费才能发挥该音乐作品的最大效用，就

不应该收费了?若是如此，是让歌手喝西北风好

呢，还是这样好：学习古代那套给街头卖艺的人

施舍善心，只不过因为如今是文明社会，我们凡

事讲个制度化，不如建立一套“爱心赏钱制”，

权当作歌手维持生计所需，而非对欣赏歌声本身

支付费用?两者都是不可行的。如果共用品不能

私有，如果依靠共用品为生的人不能从共用品中

获取收益，可能社会上所有提供共用品的个人和

组织(除了国家及其支持的)都要受到慈善事业

的援助才能过活，慈善法和社会保障法将因此被

迫改得面目全非，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诚然，

就短期而言，共用品确实能发挥最大效益，但最

终结果必是后继乏力，除国家之外无人再提供共

用品，那么这些独立音乐人、作家等人要想免于

陷入贫困的境地，国家要想保护他们，就只有将

他们“收编”到国有阵营。但有疑问的是，这样

做是否能够完全调动这类人的创造积极性，使创

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呢?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由国家来负担起其

生活开支，不如让他们“自产自销”，积极拼

搏，奋发进取，充分享受智力创造成果给自己带

来的收益，既能为自己的工作持续注入不竭的动

力，又能发挥激励旁人的榜样作用，一举两得。

而国有经济，其重在维持国家和经济稳定，掌握

的是经济航向，而国有化不宜过于泛滥，否则也

会压制私人的创造力，这已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

史经验所证明。

关于萨缪尔森提出的共用品的第三个特征，

亦即“共用品的效用是强加于人而不论人们是否

愿意接受”。本文认为，这一特征缺少了一个条

件，即只有进入共用品的影响范围内才是如此。

例如中国的国防，只对中国领土上的居民才是强

制而无偿地提供，美国人能是如此吗?明星歌手

的歌唱也是如此，只有进入能听到歌声的范围才

谈得上互不干扰、不增加边际成本。但是，在我

歌唱的时候，为了让世人都能够听到我的美妙歌

喉，那岂不是痴人说梦，那岂不是要我扯开嗓门

儿吼，这样的话，公众或许不会增加边际成本，

但是歌者恐怕已经死亡。因此，我们可以说，

对他人使用自己所有的共用品的行为收取合理费

用，就是在合理确定共用品的影响范围，使我不

至于因为费心提供美妙的歌声(良好的共用品)

却一无所获，避免因声嘶力竭而死。对知识财产

这样的共用品而言， “收取费用就是将不付费者

隔离”，这些源自隔离性收费的收入，是知识创
造者“天天勤学苦练的主要原因”㈣。可以说，

智力创造者的报酬就是来自对隔离费用的收取，

而知识产权制度就在于为创造者合理收费提供法

⑩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微观经济学》，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⑩张五常著：《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lo年版，第216页。

⑥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微观经济学》，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⑨张五常著：《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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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依据和制度保障。或许有观点会认为，你兜的

这个圈子其结果还不是要对知识财产等共用品收

费?本文倒是乐于承认这一点。以往的经济学是
“物本主义”，将目光片面地、局限地放在共用

品本身上，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建立在这种

基础上必然导致短期效应的产生，不利于共用品

的持续产出，已如上述。与之相对地，本文主张

“人本主义”，即将关注重心放在共有物的管理

者或所有者身上，注重维护他们的权益，才能

使共有物不断为人们提供便利，牺牲短期小便

宜获得长期大利益，这才叫“经济”。建议共

用品不收钱曾经是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今天可

能还是，但历史的经验说，以隔离权力来收取费

用是人类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版权、商标、名

牌字号、商业秘密、发明专利等，都是隔离收费

的例子@。 《范式》一文认为，知识财产收取费
用困难是正确的，因为知识财产是思想形式，是

无体物，不像有体物那样隔离不设而自存，但有

困难并不就意味着不应该收取费用，而是要考虑

如何收取才能降低创造者的维权成本，更好地保

护其利益，这也正是知识产权制度正在不断改进

并不断完善的真正原因。
《范式》一文认为，“知识一经生产，具

有公共物品属性，并不稀缺。”对《范式》一

文的这一论断，包含或者可能包含这几个要点：

(1)知识是公共物品； (2)知识并不稀缺；

(3)因为知识是公共物品，所以知识财产不稀

缺。关于知识财产是否稀缺的问题，前面已多有

论述，在此仅对以上第一和第三个要点展开评

述。其一，关于知识是否是公共物品的问题。

对公共物品的界定，有两种思路：一是从产权角

度，一是从物品的消费特性角度。产权角度的公

共物品，是指该物品属于公有，即通常所说的国

家所有，纵观世界各国学者对知识财产的论述，

尚未见到有以这种方式来讨论知识财产的公共物

品属性的。所以，我们讨论知识财产是公共物

品，往往都不是从产权角度，而是从该物品的消

费特性角度来讨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公

共物品，即共用品，是一个与产权无涉的概念。

就这一点，前面已有详论。其二，公共物品是否

都不稀缺。按照张五常先生的观点，共用品与私

用品的分类，是以有稀缺性的经济品为前提，

所有经济品都有稀缺性⑩。共用品是经济品，显

然，共用品当然具有稀缺性。知识财产是共用品，
因此，知识财产当然具有稀缺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知识产

权制度从来没有预设“知识的私人物品属性”，

知识财产本来就是公共物品，或者说，属于共用

品。在产权设计上，共用品可以私有，也可以公

有；正如私用品可以私有，也可以公有一样。这

不仅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所证明，也为现代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实践所印证。 《范式》一文以传统经

济学理论对于共用品的认识，认为共用品不应该

被私权化，并就此否定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本文

难以赞同。

三、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预设了“知识的

可占有性”

《范式》一文，在“知识的可占有性假设”

部分，指出： (1)“支配知识产权的是传统法

学的有形物占有理论”，随后， (2)又讨论了

知识财产的“可占有性”(appropriability)和
“不可占有性”(in印pmpriabil时)。实际上，

以上(1)是从现行民法特别是从物权法上立

论，是从法律角度讨论问题，但随后(2)中的

论证则是从知识财产的经济特性上立论，是从

经济学角度分析问题。也就是说， 《范式》一

文在此处以一句法律理论开头，然后以经济学

的知识展开分析论证，这样难以解决问题，经

济学上的“可占有性”和物权法上的“可占有

性”并非一回事。此外， 《范式》一文除了提到

“支配知识产权的是传统法学的有形物占有理

论”之外，对传统法学的占有理论未见详述。

本文认为，即使不考虑这个问题，仅从经济学

上分析， 《范式》一文对知识财产“不可占有

性”(inappropriabili够)的理解，也是难以让人

信服的。因此，本文在这里，首先从传统民法

学理论角度分析《范式》一文根本就没有分析

的知识财产可占有性问题，再从经济学角度去

揭示《范式》一文对知识财产“不可占有性”

(appropriabil时)的误解。

⑥张五常著：《受价与觅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⑩张五常著：《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8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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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从民法学角度理解知识

财产的“可占有性”

法律不能虚构，须以现实存在的事实为前

提。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知识财产的支配权，该

权利在实然层面上存在的前提包括知识财产的稀

缺性、知识财产可私有性和知识财产的可支配

性，前面已对知识财产的稀缺性和可否私有问题

做了论述，此处我们讨论知识财产是否具有可支

配性。此处的“知识财产的具有可支配性”这一

问题即是在事实层面上追问知识财产是否具有可

占有性的问题。如果知识财产不具有“可占有

性”，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将没有存在的根基；

如果具有“可占有性”，则知识产权制度有存在

的可能性。如果知识财产在事实上具有可占有

性，那么，在制度层面上，应该给权利人多大范

围内的“占有保护”，则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设

计问题，是一个应然问题，属于法律价值问题，

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不作探讨。因此，以下我们

探讨的是：从事实层面上来看，知识财产是否具

有可占有性?

作为“抽象物”的知识财产，是无体的，

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是无体的，所以不同

于物权法所保护的有体物，而正因为知识财产是

客观的，所以它有可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但

是，世界上的客观事物万万千千，它们并不当然

都能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要成为法律调整的对

象，特别是要成为私法调整的对象，除了满足客

观性这一条件外，还要求该物品具有稀缺性、具

有可支配性或者可占有性。那么，知识财产具有

可占有性吗?

占有，是指对于物有事实上之管领力，具体

而言，是指对于物得为支配，排除他人干涉。⑩

根据该概念，我们现在要问，对知识财产的占

有，即对知识财产得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

是否可能?许多人看到这个问题，可能会本能地

回答：对有体物事实上的占有，是可能的，但

是，对知识财产事实上的占有，是不可能的。真

实情况会是这样吗?

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对物的占有，

绝不仅仅限于身体的把握， “物的占有有时是直

接的身体把握，有时是给物以定形，有时是单

纯的标志”㈣。所以，手上拿着水杯，固然属于

占有； “耕地由于我的耕作而给以定形”，当然

也是占有；而“通过标志来占有是一切占有中

最完全的⋯⋯标志的概念就在于对事物不是如其

存在那样来看，而按其所应具有的意义来看。例

如，徽章是指某个国家的公民资格而言，虽然它

的颜色与这一民族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不表示徽章

本身，而表示民族。人能够给某物以定形，因而取

得该物，这正表明了他对该物具有支配权”㈣。可

见，真正理解物权法的人都应该知道，占有并不

是如《范式》一文所认为的有体物因为有其自身

的疆界，对其占有就不再抽象了。“农夫放置

农具于田中，建筑商堆放材料于工地，亦属占

有”，“停放汽车于路旁，出国数日，仍然不失

为占有”， “旅客基于其住宿房间可成立直接占

有，而以饭店为间接占有”。但是， “在饭店使

用餐具；在火车上向邻座旅客借阅报纸；在图书

馆取阅杂志，均不取得占有眇’。生活中这许多

应该认定为占有或者不应当认定为占有的事实，

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因此，正如王泽鉴先生所

⑨关于知识财产客观存在的相关论述，可参阅黑格尔有关论述，黑格尔认为：“有体物是与精神相分离的外在的东西，物是意志定

在的外部领域，是实现主体权利的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通过精神的中介而变成的物’，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

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其理由是：这些固然是精神所特有的、精神内在的东西，但主体可以

通过‘表达’而给它们以外部的‘定在’，这样就能把它们归在物的范畴之内了。”见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l页。也可以参阅波普尔的有关论述，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本体论理论认为：“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

的世界；第二世界是心灵世界或心灵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智性之物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它是可能的思想客体的

世界：自在的理论及其逻辑关系、自在的论证、自在的问题情境等的世界。”参见[英]卡尔·波普尔著：《客观的知识》，舒炜光、

卓如飞、梁永新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波普尔的第三世界实际上是指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

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也就是说，第三世界是人类客观知识的世界。知识财产属于人类的客观知识，属于第三世界，具有

客观性。

⑩王泽鉴著：《民法物权》(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416页。

⑩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页。

⑧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63、66页。

⑦以上几个例子均见王泽鉴著：《民法物权》(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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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占有，须依社会观念斟酌外部可以认识的空

间、时间，就个案加以认定。对物的占有，其判

断的关键并不在于该物“可否被身体把握”，而
在于对物的“占有意思”。

有体物有其畛域，所以，有时候尽管其物

庞大，比如数百亩的一片土地，而作为人类之一

员所有权人的个体又何其微小，其全部皮肤面积

加在一起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两平方米，但是，在

认定占有时，我们往往不会考虑数百亩的土地与

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个体之间的差距是如何巨

大，而会毫不含糊地认为，该人占有该片土地。

所以，占有尽管是一个事实问题，但该事实绝不

仅仅是手拿肩扛这样简单的可感官事实，也有其

抽象的特征。其实，对知识财产的占有又何尝不
是如此，知识财产没有客观化之前，还处在创造

者的主观意识之中，外人无从感知，法律是无法

提供保护的，但是，创造者将其主观意识，“依

其表现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直接转变为物的外在
性”@，从而变为客观知识，该外在物，是将作

为共用品的知识财产和作为私用品的书本纸张等
捆绑在一起的@，当然具有可占有性。因为，既

然书本纸张等有体物具有可占有性，那么，与其

捆绑在一起的知识财产当然也具有可占有性。这

与一个微小个体的人类成员占有数十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相比，反而来得更为具体些。所以，我们凭什
么能说知识财产不具有可占有性呢?

这也告诉我们，知识财产尽管是“抽象

物”，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它总是依附于作为

有体物的“物质载体”而存在；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就是把作为共用品的知识财产“捆绑着私用

品一起销售，是隔离不付费的人不能享用的一

个好办法，可以减低交易费用眇’。现在是互联

网时代，也不管将来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会发展到

哪一步，从而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超乎想象的时

代，我们都无法想象将来某一天知识财产可以脱

离“物质载体”而存在，羽化而登仙。④
当然，与对有体物的占有相比，对知识财产

的占有也有其自身特点。对一个有体物而言，只

有一个事实占有，或者说直接占有。但知识财产

的性质就决定了某一特定的知识财产可以栖身于

不同的物质载体上，占有该物质载体的人，就是

占有该知识财产的人，所以，知识财产本身的特
征决定了它可以同时被多人占有。@也就是说，

知识财产，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找到得以支

撑其存在的载体，就可以再现，从而在理论上具

有无限的再现性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的独占
性和排他性不同于物权。㈤尽管对知识财产的占

有不同于对有体物的占有，但是，就知识财产具

有可占性这一点而言，我们没有理由再加怀疑。

(二)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知识

财产的“inappropriability”
《范式》一文指出： “知识的不可占有

性(inappropriability，不可划拨性、不可专属
性)，也即外溢性，是其固有的属性。”在此，

我们要问：这里的inappropriabil时的真正含义是
什么呢?是我们讨论的知识产权法的事实基础之

一，即知识财产在事实上是不可占有的吗?经济

学家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呢?
其实，这里涉及到著名经济学家阿罗于1962

年发表的一篇经典论文《发明的经济福利和资源

利用》，在这篇论文中，阿罗指出，发明一一

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知识产权法保护对象知识财

产一一有三个特征：即uncenaintV、indivisibilit、，

和inappropriability。uncertainty是指风险，阿罗
认为，人有规避风险的倾向，这不利于研究发

明的投资。Indivisibility是说不可分割，是指一

@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

⑨同注释⑩。

⑨同注释⑥。

@《范式》一文中提到了“我们正走在‘去物质化’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是知识产品而非多余的物质载体，比如：我们要欣赏

的是音乐和电影，而不是购买cD和DVD⋯⋯”，该文的这种说法与知识财产必须依附于一定物质载体而存在，完全是两回事。比如，我

们要欣赏的音乐和电影，离不开电视、电脑、手机或者其他播放设置．而这些播放设置也不是物质载体。我们不能把这称之为“知识财

产去物质化”。我们认为，只有在精灵时代或者在神话时代， “知识财产去物质化”才有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想看《阿凡达》电影，

只要眼睛一张，就可直接观看，天空、大地、墙面、书桌等，均可作为我的荧幕；想欣赏今夜在维也纳音乐大厅举行的、朗朗演奏的钢

琴奏鸣曲，无论现在我身处广州还是北京，只要意念一动，便立即可以置身于维也纳，优美音乐任我徜徉。即使再等一万年，也难以实

现。即使有，但在今天，大概还不是我们侈谈知识财产“去物质化”的时候。

@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④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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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发明不容易分割或切开出售。inappropriabili曰
直译为“不能拨款”，在阿罗的内容上应该理

解为“不能界定付款的分配”。更简单的看，

indivisibility和inappro研abili够相加，阿罗是说发
明的成果不容易收取回报——incapturability是

也，是指与大多数经济品相比，发明有销售收费

的困难。@这就是inappropriability一词的真正含

义，与民法上所讲的“占有”这一事实问题又有

何关系?即使把inappro埘ability翻译成“可占有
性”，这里的“可占性”也与民法上的占有事实

毫不相关。因此， 《范式》一文根据国内学者将

in印propriabili哆翻译成“不可占有性”，认为这

便指的是知识财产的不可占有性这一法律事实问

题，以此得出的结论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范式》一文提到张五常先生于专利制度

改进建议上“交白卷”@，并说张五常先生对此

唏嘘不己，“后悔昔日下重注的考查”㈤。笔者

经过品读张老先生的大作，张先生之所以交白

卷，是因为他认识到发明专利的法律保护“是深

不可测的学问”，自己虽花费几年研究，仍然

“所获甚微”，而“发明的界定是非常复杂的

问题”q!)，故老先生不敢草率下结论，这体现了

一个学者应有的求真务实的为学之风和严谨细

致的治学之道，是值得钦佩的，而不是《范式》

一文所说的是因为“过高的信息成本而成为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并且，张先生从未因此而唏嘘

不已，其业已言明，“后悔昔日下重注的考查”

是因为“其他题材会有远为可观的收获”@，可

．j2

见，他不建议经济学专业的同学于此领域耗时费

力是因为该题材相对于其他题材而言，不怎么经

济。张老先生从来没有反对过知识产权制度，他

认为，知识产权法律可能是唯一没有受到过利益

集团左右的良法美制，是人类发达的一个主要原

因。张先生对现行许多法律制度都摇头叹息，批

评有加，但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没有批评

过半句”@，发明专利是“朝着对整体有利的方

向走。这是70年代笔者跟进美国的经验得到的启

示，当时我对助手们说很佩服发明专利法例的发

展’’⑩。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尽管

令人瞠目结舌，将来科技的发展可能更会让人难

以想象，但是，无论怎样，知识财产在过去、现

在和未来所具有三个永恒性的事实特征一一稀缺

性、共用品、可占有性，不会有丝毫变化，也就

是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事实基础不会随

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而

发生变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存在有其历史合

理性和现实合理性，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是“人

类虚构出来的语言游戏”，而是推动人类不断进

步的制度前提。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知识产权

对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它已经成

为名副其实的“第一财产权”㈤。将来，或许有

一天，在人类对包括知识财产在内的任何物质财

产不再有任何需求欲望的时候，知识产权法律制

度会真正走向终结或者灭亡，但是，那需要人性

的改变，可能还要亿万斯年，路漫漫其修远。■

⑧参见张五常著：《受价与觅价》，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14l页。

⑨张五常著：《受价与觅价》，中信出版社20lO年版，第129、135页。

⑩张五常著：《受价与觅价》，中信出版社20lO年版，第167页。

⑨同注释⑩。

⑧同注释⑩。

⑩张五常著；《受价与觅价》，中信出版社20lO年版，第162—163页。

⑩张五常著：《受价与觅价》，中信出版社20lO年版，第164页。

⑤刘春田：《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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