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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比较法的路径进行法的现代化 

——以知识产权法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为例 

潘辰唯

 

【摘要】法的现代化作为法的本土性之对立观点在学界关于中国法制法制模式的讨论中频

繁出现。本文抛开二者的对立，将法的现代化作为普世追求，当然也是中国的追求，进而探

讨中国进行法的现代的路径之一为超越法律移植的比较法的研究。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作为

科学的法学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作为“法”的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对象；为与实践结合，

第二部分梳理了近一百年来作为被迫移植的知识产权法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文章最后分析了

采用比较法的路径进行法的现代化之合理性。 

【关键词】法学的科学性 地方性知识 法的现代化 知识产权法   

一、 关于“法” 

“法”是一个笼统而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具体内涵。本文讨论“法”，

主要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形式上的法指法学；实质上的法则指法律。 

(一) 作为科学的法学 
法学的科学性问题一直就有争议。“法学是否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科学，早在十六世

纪就为哲学家和法学家们考究过”。1而在近代，德国法学家们也关于此命题的展开了激烈辩

论。1847 年，基尔希曼在柏林法学会做了题为“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tiber die 

Wertlosigkeit der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的演讲。2一百多年后，1966 年拉伦

茨也在柏林法学会发表“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的演讲予以回击。
3
不管结论究

竟为何，至少能证明法学有其科学性的成分，否则，辩论就不会产生。在致力于追求体系化

研究的李琛教授看来，正是因为法学具有科学性，而科学的标志之一是构建体系，因此法学

研究才要力求体系化。她解释认为，法学的科学性之所以遭到怀疑是因为传统科学观受亚里

士多德影响而偏隘地强调科学的“确定性”。德国学者诺依曼也佐证：“法学的科学性之争端，

首先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概念”。4但是，当新科学哲学时代的开启者——卡尔·波普

尔提出“猜测性的知识理论”，并公然宣称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传统决裂后，现代科学观

认为自然科学体系的合理性不再是无条件的客观性，而是“特定阶段内的解释的最优性”。

因此，至少在理论层面，法学的科学性可以被证立。5 

如果说李琛教授证明了法学为何可以成为科学，那么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则回答了法学

为何需要成为科学的问题。 

在其《作为科学的法律学》一文中，川岛武宜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6
 “技术先于科学而

发展并促使科学的诞生”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法学。作为技术的法律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形式。

在进行立法时，法学可做的贡献大多依据的是对司法进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就此而言，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 2011 级研究生，法律硕士（不区分方向）。  
1 [德]阿图尓·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尓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

社 2002 年版，第 447 页。转引自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页。 
2 [德]尤利乌斯·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赵阳译，《比较法研究》2004 年第 1 期。 
3 [德]卡尔·拉伦茨：《论作为科学的法学的不可或缺性》，赵阳译，《比较法研究》2005 年第 3期。 
4 前引注释 1，考夫曼书，第 448 页。 
5
 参见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 [日]川岛武宜：《作为科学的法律学》，申政武译，载《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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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司法中的法律技术，即司法过程所做的具体的价值判断及其词语构成的

技术。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词语技术的研究始终都是重点，甚至于将法律的实质内容——法

律价值判断的问题亦主要作为词语的技术问题，即作为制定法的概念和逻辑构成的问题来进

行研究。因为法律价值判断以词语技术为媒介。从语言学的角度，相比其他语言，法语和德

语的表达和语法更加精准，也为其法学词语技术的发达奠定了基础。在立法中所包含的法律

价值判断及其与构成其根据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被称之为“立法理由”。川岛认为，在

研究价值体系的问题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变化，因为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旧的价值

消失、新的价值出现，价值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当社会生活发生较大的变动时，

价值体系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波动，而现代恰恰是这样一个时代，比如世界大战、经济危

机。当我们选择与现存价值体系相矛盾的其他的价值体系为对象，并依此去进行价值判断时，

这已经不再是可为经验事实所证明的真理，而完全变成了一种实践行为。7 

在方法论层面，川岛提出法学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作为法律处理对象的社会

关系实际上是由个民族的历史所规定的、个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即使各国的法律

同被视为现代法，它们所使用的概念和逻辑构成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在对与本国法使用着不

同法律概念的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时，必须先将那些概念和逻辑构成转换成可与本国法进行

比较的形态。首先，要分析一定的法律处理方式（法律价值判断）与作为处理技术的概念及

逻辑过程的相互关系。其次，还必须对那些概念和逻辑构成与该国内部的社会现状、日常用

语、法律技术的传统、该国所特有的 frame of reference（概念或逻辑构成的框架）之间

的关系进行考察。这也是川岛眼中的比较法研究。 

可见，法学研究有一个科学的方法，即自成体系的研究方法。 

总之，作为科学的法学所解答的问题依据的不是个人的信念和愿望，而是依据可被各种

经验所验证的事实。寻求这种结论是科学的任务，因为法学所回答的问题，使人们能够实现

发现、控制、支配、变革现象这一科学的最终目的。在川岛看来，法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

是应该选择何种价值体系，而是明确下述的若干问题： 

某一种法律价值判断时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服务的？该社会价值处于何种价值体系

之中、地位（价值判断和价值的关系、价值与价值体系的关系）又如何？什么样的价值体

系反映着什么样的利害关系（价值体系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依社会的发展规律哪

一种价值体系在将来可能上升到支配地位等等。 

正如拉伦茨在其演讲最后所言：而无论在哪里，问题都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人类一天不

停止这样的追问，法学就会存在一天，就会对人类——不仅由于它对实践的功用，而且作为

人类精神的一种重要表达——不可或缺。8 

(二)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 
同样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人、社会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吉尔兹发表了其名

篇《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提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
9

吉尔兹作为人类学家把地方性观念置于当地情境下进行思考的热情，与法学家把案例纳入确

定的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努力汇合一处并互相激发。其结论的前提是文化的异质性，其研究的

问题是当“对根本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根本不存在时，法律表现为什么。在吉尔兹看来，

法律的运作凭靠的是地方性知识，任何地方的法律都是对真实进行想象的特点方式的一部分。

地方性是植根于集体性的文化资源中想象的、建设性的或解释性的力量，即把对所发生的事

                                                                 
7 另可参见我国学者关于实践法律观的讨论，郑永流：《转型中国的实践法律观》，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

版。 
8 前引注释 3，拉伦茨文。 
9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

解释》，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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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本地认识与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与想象的复合体，以及隐

含与对原则的形象化描述中的事件叙述，就是法律认识。在法律认识观点下，法律既不是笼

罩大地且无所不在之物，但它也肯定不仅是用以避免争议、增进利益和调整纠纷的一系列精

巧方法的集合。它更像一种市场观（anschauungen）。正如古德曼所言的“世界存在方式的

观念”（the way the world is）。比如，关于法律的核心概念——正义，吉尔兹研究认为，

何谓正义就是一种地方传统意识。由此，吉尔兹反对两种比较法的研究前提：一是，法律是

一个独立而自持的“法律系统”，这个系统力图在日常生活中混杂的观念和道德面前捍卫自

己完整的分析功能；二是，法律是一种不加区分地把促进利益实现和处理诸力量间冲突的各

种社会手段予以有序组合的实用集合。结合其结论，吉尔兹对比较法研究提出了建议：一是

不应该把具体差别化约为抽象共性；二是不应该就相同现象假以不同的称谓；三是结论必须

是关于如何处理差异而非消灭差别。 

二、 被迫移植的知识产权法 

所谓被迫的移植，是指外部的压力是促成移植的主要动力，而非内部社会需求。公司法、

证券法，在传统中国根本不存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引进了公司、证券形式，继而

需要公司法和证券法加以调整。所以，公司法和证券法属于主动移植，因为存在社会需求。

但知识产权法就不一样了。中国古代禁止私自印刷书籍等，旨在加强思想控制，而不是保护

私权，所以传统中国没有知识产权制度。但是，我们引入知识产权概念后，中国社会只是变

成了全民盗版而已，甚至被美国官员称为“最大的世界性盗版国”：从教科书、电影光碟到

各种山寨电子产品„„不用去深究这其中的原因，至少反映出中国社会对知识产权制度认同

度不高。从另一个侧面解读，就是中国社会对知识产权法的需求是被动的。因此，知识产权

法的移植是种被动的移植。下面我们就梳理一下晚清以来，中国知识产权法的移植情况。10 

(一) 晚清时期 
19 世纪末，随着外国经济与中国关系的拓展，对未经许可使用外国商号和商标的指控

开始增多，此时中国商人非法利用主要是为了以西方商人名义运输而逃税。但到了 20 世纪

初，知识产权问题才开始增加，因为中国商人希望借助进口货的声誉牟利。但是，19 世纪

末的中国缺乏对知识产权的正式保护。即使《大清律例》第 156 条有关商品标示的规定，但

其实质是对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欺诈的规定。于是，外国商人开始在一系列贸易条约中加入

保护其知识产权的约定。商标保护成为了中国和英、美、日缔结的贸易条约中的核心问题，

如 1902 年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要建立牌号注册所一处，将贸易牌号

呈明注册。但此时，中国并没有所谓商标法，因此这些条约的实施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

早期条约中涉及的其他知识产权——专利权和著作权条款也同样存在很多含义模糊的条款，

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履行条约义务，外务部邀请海关拟写商标法草案，但该英美

法模式的草案由于所涉及的注册问题、外国人商标待遇、管理职权与司法管辖等规定受到商

务部的异议而未被认可。后商务部在日本顾问的协助下自己起草了一份试办章程，解决了行

政管理和司法管理方面的问题。但是该草案仍然遭到欧洲列强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商务部

草案只请日本人担任顾问，有偏袒之嫌。于是，列强不同意中国的草案，中方又拒绝制定替

代方案，僵局出现。大清政府便以此僵局为由，在此后的 20 年里都没有制定一部长效的商

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的发展状况也与此类似。1912 年首次规定了有名无实的专利保护，

但在之后的 30 年里，产生的专利总共不到一千件。在 1906 年、1907 年和 1908 年间，清政

府对印刷和报纸分别立法，但法律所提供的登记制度旨在控制印刷者而已。1910 年，清政

                                                                 
10 关于此课题前人研究丰富，而学生能力有限，故此梳理主要根据美国学者安守廉关于中华文化中的知识
产权法研究整理，略去注释。参见[美]安守廉：《窃书为雅罪》，李琛译，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三章、

第四章和第六章。中美贸易谈判部分参见宋志国：《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移植中的递减效应原因探析》，《政

治与法律》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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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终于颁布了临时试行的版权法，给中国作者提供若干极其有限的独占权利。1913 年和 1920

年，中国更是顶住国际压力，拒绝加入伯尔尼公约，理由是加入公约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和教

育制度。 

(二) 民国时期 
到民国时期，知识产权国内立法终于有了进展。1928 年国民党制定了以德国法为蓝本、

兼受日本法影响的著作权法。1930 年颁布《商标法》，1932 年《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列》开

始保护中国人的发明。这些奖励措施在 1944 年专利法中得到补充。有外国评价此法：“几乎

收罗了所有的著名专利法条款。”尽管此阶段知识产权法雏形已成，但其实践情况并没有大

的改善。如美国国家外贸委员会的一份 1945 年的报告中谈到“中国„„只是制定合适的专

利、商标、版权立法是不够的„„无论立法多么健全，不执行就毫无价值。” 

(三) 新中国初期 

中华人民共和规范知识产权的努力始于 1950 年 8 月颁布的《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

条例》，仿效了苏联模式。同年还颁布了处理国民党政府商标局注册的商标的程序规定，以

及《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版权领域却没有类似的规范，依旧只是国家控制出版内容。但是

出现了一些官方的决议文件和规章制度。比如 1950 年 10 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了五点

决议，其中规定“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1952 年《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

作制度的规定》，要求编辑机构领导和作者订立“合同”等等。60 年代初期，开始了对新中

国成立之初调整专利、商标和稿酬的法律雏形进行改造，但这些改造更多是出于政治性考量。

因此，这些改造旨在削弱原有法律规定的对私人财产权的关注以及对物质激励的依赖，而强

调集体国家所有。之后的文革十年，可以用一句最能体现这一时期人们对知识产权态度的流

行语进行概括：“钢铁工人在本职工作中铸成的钢锭上有必要署上他的名字吗？如果没有必

要，为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就该享有在劳动成果上署名的特权呢？” 

(四) 改革开放以来 
文革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追赶，认为鼓励科学和其他智力劳动是关键，于是从

1977 年开始逐渐恢复了知识产权制度。1979 年《自然科学奖励条例》，重新适用 1963 年《商

标注册条例》到 1982 年商标法，及 1977 年颁布《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办法》。1984 年

3 月，被视为中国经济与法律发展新时代标志的《专利法》在全国人大通过。此部专利法历

经五年、易稿 20 次、参考了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法全文和 100 多个国家的专利法概要。

1990 年公布的著作权法则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称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立法。但

这两部复杂立法引发的讨论最主要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私权的正当性；中

国用硬通货支付许可费的能力；在何种程度上对知识产权进行至少是形式上的保护以推动先

进技术的转让。而且，这些问题直到立法公布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986 年中国正式提出了“复关”申请，开始了长达 15 年的“复关”、“入世”的曲折历

程。我国知识产权法新修订，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展开的，在这一进程中美国明显居于主

导地位，我国则处于被动或被迫的境地。知识产权在关贸总协定的第七轮谈判中的东京回合

上由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先提出。原因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国际经济衰

退，美国经济明显下滑，国际贸易连续多年出现逆差。美国认为问题的根源是自己的知识产

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弱保护，特别是东亚地区，从而导致美国的科技优势不能转化成经济优势，

反而被其他国家大量的、无偿的使用。比如日本移植美国的技术，并将之转变成工业化的产

品返销美国。为了加强其知识产权保护在世界范围内的保护，美国修改国内贸易法，增加所

谓“特别 301 条款”。该条款始见美国于《1974 年贸易法》第 182 条，《1988 年综合贸易与

竞争法》第 1303 条对其内容做了增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每年发布“特别 301

评估报告”，全面评价与美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并视其存在问题的程

度，分别列入“重点国家”、“重点观察国家”、“一般观察国家”，以及“306 条款监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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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入“重点国家”的公告后 30 天内对其展开 6-9 个月的调查并

进行谈判，迫使该国采取相应措施检讨和修正其政策，否则美国将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予以制

裁；一旦被列入“306 条款监督国家”，美国可不经过调查自行发动贸易报复。11 

1986 年，以瑞士为代表的二十多个发达国家，在国际第八轮谈判会议还没有正式开始

之前，就提出议案，要把知识产权问题放入第八轮谈判。美国代表还明确表示：如果不谈知

识产权问题，美国就不参加这次会议。最后这个议题放入了第八轮谈判，最终形成了 WTO

的一揽子协议，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 协议》。因此，《TRIPS 协

议》可以理解为是美国贸易法“特别 301 条款”的一个国际化和扩大化。 

1979 年 7 月的中美贸易协议中，美国首次提出要求中国承担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义

务。在 1989 年至 1996 年八年间，中美共进行了四次知识产权谈判。1989 年中美第一次知

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的华盛顿协议，要求中国尽快出台《著作权法》。1992 年中美第二次知识

产权谈判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要求中国在专利修改专利法、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

秘密、加入伯尔尼公约、把计算机软件当作文字作品加以保护，以及要求中国对药品、化学

制品予以行政保护。1995 年中美第三次知识产权谈判主要涉及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中国的

知识产权执法问题；一个是开放中国知识产权产品市场问题，包括电影、录音制品、出版物

等。1996 年进行的中美第四次知识产权谈判，美国进一步要求强化知识产权执法和开放知

识产权产品市场。在“入世”承诺中，中国更是全盘接受了 WTO 的《TRIPS 协议》。 

此后，专利法又于 2000 年和 2008 年进行了修正；商标法也于 1993 年和 2001 年进行了

两次修正；著作权法于 2001 年和 2010 年进行了修正，目前正在酝酿新的修改草案。但是，

我们并不能把知识产权法的颁布等同于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改变。知识产权法一路走来，我

们发现最需要中国知识产权法的似乎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起初，清政府被取消治外法权

所诱惑而出台相关立法，近来新中国迫于“入世”压力而不断修改知识产权立法。最后，外

国人发现立法是不够的，又开始鞭策中国政府“完善执法”才是关键。起初，外国人认为是

中国人法律意识不足导致立法不得实施，于是中国大搞普法工作。后来，又归因于司法体系

不完善，无人执法，于是中国搞了“培养 6000 人的专业执法队伍”等各种活动。可是，中

国的知识产权现状依旧让世界，特别是美国不满意。在中国奋力追赶“现代化”之际，世界

上又掀起了“知识产权终结”风，各种反知识产权组织不断壮大。等到中国社会接受了知识

产权，会不会“后现代化”的世界潮流又已经抛弃它了呢？ 

三、 法的现代化 

美国学者布莱克在其《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12对现代化的定义是“反映着人控制环

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

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他认为，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

影响的普遍性。它发源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也有

学者将布莱克的现代化定义总结为：所谓现代化，是一个符合概念，它主要包括经济的工业

化，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它是一种现代性不断排挤传统性

的过程。
13
虽然现代化不是静态的，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或者说所有国家都或深或浅地在现

代化的征途中，所以我们很难对现代化的完成确定统一标准。但现代性依旧有其特征，布莱

克就从理智、政治、经济和社会四个方面对现代性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其中与法的现代化关

系密切的是前两个方面。 

(一) 法学知识的积累 

                                                                 
11 百度百科“特别 301 条款”http://baike.baidu.com/view/817131.htm 最后访问日期：2012 年 6 月 30 日。 
12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 郑永流：《法治四章：英德渊源、国际标准和中国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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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智方面，知识的积累以及对知识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无疑是通常最能被接受的现

代化的方面，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处于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地位。正是由于西方或者欧

美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大量掌握，导致人们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或者“欧化”。在此意义，

法的形式层面，即作为科学的法学要进行现代化，需要不断积累和增加法学知识。具体而言，

就是川岛所言一方面完善法律中词语构成的技术，一方面研究价值体系和法律的价值判断。

这些需要很多方法论的知识储备，而方法论是普适性的。就作为应激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

我们的法学需要先在现代化路程中走得比我们远的先进法学理论学习。这种关于法学的学习，

肯定不是所谓法律移植，14也许我们应该叫做一种比较法研究。这种比较法研究在上述川岛

武宜和吉尔兹的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具体到知识产权法，就是李琛教授主张的体系化的研究

知识产权制度，认清知识产权的本质，其法学概念的构造技术及其逻辑框架，当然更重要的

是弄清其反映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体系的地位，而不是仅从各个著名的立法文本中寻找适合我

们的条文。 

(二) 法治 
在政治方面，现代化的政治内涵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出现的决策强化。前者采取了

国家行政机构日益集中化的方式。这就需要存在高度组织化的由官僚科层维护的法治以及国

家与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密切的关系。因此，由一种法律体系代替个人专断行政是现代化在

政治领域的一块界碑。这就是中国学者老生常谈的从“人治”到“法治”。法治更多关注的

是法的实质层面，即在吉尔兹看来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此意义上的法，与一个地区人们

的法律认识，或者说人们从条件因果到命令因果的想象力有关。在川岛武宜那里，就是所谓

现代法的精神，法的意识。由此而言，无论广义还是狭义上的法律移植是无法完成法的现代

化，无法实现“法治”的。我们需要的法律认识的转变，需要建构对世界运行方式的另一种

理解。同样，以知识产权法为例，要在中国引进知识产权法并使其发挥作用，靠移植法律，

再进行全民普法是不够。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传播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和其代表的价值观，让

人们理解知识产权法运行的方式，及对我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必不可少的。与其让法学家们

在了解社会对知识产权法的态度的基础上进行所谓法律移植的本土化，不如让人们理解知识

产权制度的本质，进而由社会大众自己选择知识产权法的完善抑或终结。而要让社会认识知

识产权法，前提是我们的法学家对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到位，这就又回到上述的比较法的研究

方法。 

可见，无论对于法的形式层面（法学）还是法的实质层面（法律），作为应激型现代化

的中国进行法的现代化都需要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法律移植，当然更不可能是

靠已被历史证明不具现代性的本土资源。 

四、 结论 

法的现代化，从法的角度看，分为法学的现代化与法律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体

现为法学知识的积累和实现法治。而作为科学的法学，在法学知识积累方面可以进行现代化；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在实现法治方面是存在阻碍，认识此种阻碍也同样给予了解决问题的

启示。从梳理知识产权法在中国一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本文发现法的现代化在中国需要通过

川岛武宜和吉尔兹等学者主张的那种比较法的研究作为方法，而不是通过法律移植或者利用

本土资源。我们需要学习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因为经验让人觉得可信；我

们需要在社会中传播现代化的法律认识，让大众理解现代化的法的运行方式，因为分析产生

意义。 

                                                                 
14

 关于法律移植，其实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参见何勤华等著：《法律移植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版，第 26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