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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藏友 刊登交流信息

转让信息 收费标准
100字以内收费100元；超过100字的，

每字加收1元；标题每字2元；连续刊登5次
以上者，送1次，连续刊登10次以上者，送3
次。图片每张收费150元（9-12cm2）。
本栏目刊登个人藏品交流内容，凡有虚
假、夸大、不实信息，一律不予刊登。
友情提醒：交易有风险 藏友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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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藏品数字影像著作权该如何保护
9月15日，腾讯发布“艺

术+”计划，上线“博物官”小程
序，帮助艺术爱好者识别名画，
了解名画背后故事。腾讯计划
联手100家博物馆，为艺术品提
供数字化展现。今年7月，腾讯
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宣布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后者向腾讯开放
经典藏品图片，通过腾讯开展
表情设计、游戏创意开发。

无独有偶，台北故宫博物
院也在7月宣布，今后所有在
OpenData专区公开的图像和
文物资料，均无须申请即可直
接下载使用且不限用途。

两岸故宫不谋而合，几乎
同时开放馆藏品图片商业化应
用，由此引发一个须面对的法
律问题：如何保护和利用博物
馆藏品数字影像的著作权？
使用藏品图片引发争议
2016年11月，台北故宫博

物院称，北京故宫博物院侵犯
其著作权并准备就此提起诉
讼。事情的起因是，北京故宫
博物院出版的《故宫画谱：山水
卷�山石》收录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品《溪山行旅图》《富春山居
图》和《早春图》，这几幅图片是
北京故宫博物院自行扫描台北
故宫博物院出版物所获，并未
得到其授权。台北故宫博物院
发现后函请北京故宫博物院补
办图像授权，北京故宫博物院
未给予答复。台北故宫博物院
因此声称将对北京故宫博物院
提起侵权诉讼。但半年多过去
后，台北故宫博物院不仅未对

北京故宫博物院提起诉讼，反
而宣布向公众免费开放藏品图
片，以供商业开发。

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
《故宫画谱：山水卷�山石》收录
了五代、宋、元名家的山水画代
表作，借助作品解析画山石的
笔墨技法，虽然书中有3幅图片
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册中扫
描所得，但并不构成对台北故
宫博物院的著作权侵权。究其
原因，其一，文物书画照片缺乏
独创性，不享有著作权保护；其
二，北京故宫博物院并非直接
复制台北故宫博物院画册内
容，而是将单幅照片和若干其
他作品一起汇编成册，在内容
选择和编排上体现出独创性，
同时图片的选择和使用是为了
解析山石画法而不是单纯的展
示，因而《故宫画谱：山水卷�山
石》本身作为汇编作品享有著

作权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所有未经许可使用博物馆藏
品图片的行为都不构成侵权。
区分藏品图片使用情况
2001年，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审结北京故宫博物院
诉中国商业出版社侵犯著作权
一案。案件起因是，中国商业
出版社出版的两部书，未经授
权使用北京故宫博物院《清盛
世瓷选粹：故宫博物院藏》等三
书中790幅藏品图片。法院判
决中国商业出版社停止侵权，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北京故
宫博物院损失和诉讼合理支出
65万余元。

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肯定
了藏品图片享有著作权，照此
推论，是否可以认为北京故宫
博物院未经授权使用台北故宫
博物院藏品图片的行为同样属
于侵权呢？事实上，北京故宫
博物院诉中国商业出版社一案

与两岸故宫关于书画藏品图片
授权争议存在两点重要区别：
第一，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
商业出版社一案中涉诉的图书
均为《图录》，即藏品图片汇编，
图片构成全书主体部分，仅配
有简单文物介绍和说明性文
字，并非使用图片阐述某一特
定问题；第二，北京故宫博物院
所出版三本书中共有文物图片
882幅，中国商业出版社未经授
权共使用其中790幅，且从图书
选编的内容和结构来看，中国
商业出版社基本沿用了北京故
宫博物院所编图书的编排。
规范藏品数字影像使用
单幅藏品图片因其不具有

独创性，不能作为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作品加以保护。但是，
对于藏品图片的汇编，如果满
足独创性条件即可构成汇编作
品，享受著作权保护。因此，博
物馆汇编藏品数字影像所出版

的图书、制作的数据库等都享
有著作权，他人未经授权的使
用均构成侵权。

对于单幅书画藏品的数字
影像而言，由于书画藏品本身
由博物馆收藏、保管，数字影像
由博物馆出资制作，博物馆有
权针对数字影像的商业性使用
收取合理的费用，这也是目前
博物馆界的通行做法。

大英博物馆对其馆藏品数
字影像的使用有着更为严格的
保护，是将馆藏品的照片作为
摄影作品享受著作权保护。
开放低分辨率图片空间
尽管藏品图片在独创性上

仍有争议，目前世界主要博物
馆都将其馆藏品影像作为受著
作权保护重要资产加以管理。

绝大部分博物馆在对馆藏
品数字影像进行授权时，都区
分商业性使用和非商业性使
用，对商业性用途授权进行收
费并加以使用限制。台北故宫
博物院新出台政策则与众不
同，不限用途全面放开低分辨
率图片下载使用，对于高分辨
率图片，也仅需提出授权申请，
注明出处或标示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品，并未提及授权费用。

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品数
字影像授权政策是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举措。与其在藏品图片
的授权与使用中陷入争议和法
律争端，不如主动开放文物影
像，使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得以传承。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做法或由此催生博物馆藏品影
像授权和利用新模式。（何隽）

去博物馆参观，谁不
想一睹文物“真容”？可
是，不管是在综合性大博
物馆还是在地方小博物
馆，都难免遇到复制品的
“身影”。博物馆能否用
复制品替代文物？这让
许多观众产生疑问。中
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
国博物馆学会专家组成
员齐吉祥认为，为展览完
整性或教育效果，复制品
使用在所难免。但为了
避免造成困惑或反作用，
博物馆在使用复制品时
不仅要对复制品的质量
负责，在展品说明中还应
明确标出“复制品”字样。

齐吉祥表示，虽然从
观众角度希望看到原件，
但从博物馆角度来讲，不
能不考虑客观困难。“如
许多纸质或织物类型文
物，对保管、展示条件要
求非常高，绝大多数展厅
是达不到保护要求的。”在没
有条件的情况下，只能退而求
其次。博物馆不是一个单纯
“摆宝”的地方，而是一个宣传
教育机构。

从展示角度讲，很多时候
为展览完整性，复制品使用也
是不得已而为之。齐吉祥举
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参观过国
博的观众疑惑地问他，“朱德
同志南昌起义使用的手枪有
几把？”齐吉祥回答说“一把”，

“那为什么我在八一南昌
起义纪念馆、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和国博三次
都看到了它的‘身影’？”齐
吉祥风趣地回答，“这您还
没看全呢！您到毛主席纪
念堂朱德纪念室看看，那
儿还有一把呢！”

那么，朱德南昌起义
使用过的手枪，到底哪把
是“正版”？齐吉祥说，其
实，这几把手枪都是复制
的，文物原件出于保护要
求的考虑，还在文物库房
保管着。“而这么多‘同款’
文物的现身，无疑会给观
众带来困惑。”博物馆使用
复制品展出时，有必要在
设计文物说明时标明“复
制品”字样。“有些博物馆
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愿
将‘复制品’字样摆在明面
上，担心‘降低’展品的权
威性，‘拉低’展览水平或
让观众失望。这就有些掩

耳盗铃了。”
使用复制品时，一定不能

粗制滥造，要力图跟原件逼
真，外观、感受上让人难以分
辨才能达到同样的教育效
果。“很多人不知道，国宝级文
物——后母戊大方鼎，由于出
于大楼承重的考虑，曾有20
多年都是用复制品展出。由
于国博青铜器修复团队的手
段太优秀，所以并未影响展示
效果。”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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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
院正式开始实行网络售票，北
京故宫博物院售票处同日摘
牌，实体票将不复存在。北京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
“92年历史的售票处结束了它
的历史，人们可以利用更先进
的技术走进故宫博物院参观。”

全网售票节约大量的人力
物力，极大方便了顾客，可谓一
举多得。这不仅是技术进步的
实际应用，也是北京故宫管理
者思想进步的一种体现。

火车网上购票、银行网上
转账、景点网上售票……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几十年
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都变
成了现实。然而，这些服务的
实现，既有赖于技术进步，也取

决于主管者的思想进步。事实
上，网络技术已成熟数年之久，
衣食住行的许多方面都已实现
网上操作，但不同行业、不同单
位的网络技术应用却参差不
齐，特别是在民生服务方面，许
多单位后知后觉。今天，连街
头的煎饼摊都已能够用手机进
行支付，但在很多公共服务机
关，网络服务依然没有跟上。

科技的最大价值在于应
用，若思想观念跟不上科技的
发展，就会成为科技发展应用
的绊脚石。一些地方、单位出
台制度规定，本是为促进工作，
但有些过于“陈旧”的规定若无
法得到及时更新，不仅发挥不
了积极作用，还可能成为障碍。

科技进步的最大意义，是

为了让群众生活得更美好。一
些先进科学技术能否及时应用
于实践中，与管理者的思想观
念有很大关系。如若非要把经
费、设备等作为推托的理由，很
难让人信服。很多时候，不缺
少经费、设备和技术，而缺少与
先进技术相匹配的先进思想。

科技进步呼唤思想进步，
广泛应用先进科技，不仅节约
社会成本，而且提高工作效率；
不仅能检验科技的“含金量”，
而且能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很多发明创造只有主动接受实
践检验，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让群
众受益。北京故宫博物院实行
全网售票，对游客而言是一大
利好；对其他景区和行业来说，
是一种鞭策和提醒。（申国华）

观念不要绊了技术的脚

元代张观《疏林茅屋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