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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感谢您对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的关注。作为公益项目，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志愿者的广泛参

与和支持。如果您认同知识共享的理念，请与我们一道来

推广中国大陆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如果您有什么建议、

意见和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 info@cn.creativecommons.org

通信地址: 中国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1011室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邮    编: 100872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主办
cn.creativecomm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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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福特基金会为本刊提供支持

2006年3月29日，中国大陆版CC协议（Creat ive Commons）正式发布。

在这里，CC意味着合法共享——共享知识与文化。从那时起，CC项目团队

通过CC中国大陆项目网站以及相关的CC活动，来传达有关CC的讯息，与

CC协议的用户-创作人和使用者- 和所有对CC感兴趣的朋友沟通。自那时

起至今，我们欣喜地看到，CC协议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的共同关注与

喜爱。

CC与数字技术、互联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是传播CC的第一平

台。同时，为了让CC的传递变得可以触摸、具有质感与色彩，到达所有想

了解CC的人群，我们由此萌发了创办《CC通讯》的念头。呈现在大家面前

的《CC通讯》第一期是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团队成员与许多CC用户和

CC朋友的合作作品。

2002年出现的CC协议倡导对知识创造成果的合法分享、再次使用与演

绎,其目的是从法律上帮助具有创造性的参与式文化的成长。

许多网络媒体如博客、用户贡献内容的网络均具有开放、共享、再使

用、使用者与创作者合二为一（读写结合）等特点，这种现象被视为一种

参与式文化，或者说是一种“读写文化”。这种文化有别于传统的“只读

文化”。CC创始人、美国斯坦福大学劳伦斯•莱西格教授这样描述上述两

类文化：如果一个社会的大众消费者只是消费别人所创造的东西，而不是

自己进行文化的创造，那么这就是只读文化社会；反之，如果大众消费者

也能参与文化的创造，就是一个读写文化社会。

社会应该鼓励人们在消费文化的同时去分享对文化的创造。这种共享

文化的能力是我们在21世纪重要的一个机遇。一个社会活跃的创造力总是

建立在丰富的原有的知识成果基础之上。

我们发现，无论是致力于“让科学传播并流行起来”的科学松鼠会，

还是为年轻艺术家搭建表现平台的“大声展”（Get i t louder)，还是来自

打工者的“大声唱”，…… 大家都传递着如下共同的心声——参与、分

享、传播。CC中国大陆团队愿意与大家一道为此而共同努力。

《CC通讯》，又名CCQ，意为每季一刊。它向大家开放。期待着您同

时成为它的读者与作者。

发刊词
王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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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中国大陆版CC协议；

沟通CC使用人群；

尊重著作权；

促进知识创造成果的合法分享与传播。

传播版权文化、倡导合法共享 

办刊理念和杂志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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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曹斐作品 china tracy`s work

除特别标明外，本刊所有图片、文字

均采用知识共享"署名 2.5 中国大陆

"许可协议授权。

封面图片作者：高诚康   CC协议/ BY NC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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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福特基金会为本刊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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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中国大陆版许可协议正式发布

2006年3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IET基金会、北京大学法学

院和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共同主办的“简体中文版知识共享协议发

布会暨数字化时代的知识产权与知识共享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正式

发布了知识共享（C r e a t i v e  C o m m o n s , 简称C C）中国大陆版许

可协议。

CC第一次沙龙在北京万圣书园举行

2006年6月11日，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在北京万圣书园醒客咖啡厅组织了

CC中国第一次沙龙“CC Salon Beijing”。来自CC、wiki中国、国家图书馆

和新浪、百度、人民网等国内著名网站以及对CC和开放获取感兴趣的人士参

加了活动。CC总部成员Jon Phillips专程到北京参加了活动。C C理事会成

员、M I T教授H a l A b e l s o n向大家介绍了C C科技领域子项目S c i e n 

c e C o m m o n s中学者版权项目（S c h o l a r’s C o p y r i g h t P r 

o j e c t） 的启动情况。与会者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和热烈的

讨论。

CC四周年全球生日会北京Party

2006年12月16日下午，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在北京举行生日会，与全球其

他7个城市的CC项目一道，共同庆祝CC许可协议正式发布四周年。12 月16日

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来自北京各大学、网站、协会、公司、律师事

务所等机构的热情关注支持CC的人们冒着6级寒风齐聚清华大学FIT楼，庆祝

CC四周岁生日。

CC沙龙暨五周年环球生日会(北京)Party

2007年12月15日，知识共享五周年环球生日会北京活动在侃谱俱乐部成功举

行。北京、柏林、首尔、旧金山、洛杉矶等十几个城市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庆

祝CC协议发布五周年。此次活动由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和谋智网共同主

办，来自艺术、IT、法律行业的近80人参与了本次活动。协办媒体搜狐网对

活动进行了现场文字直播。活动由CC沙龙和环球生日会Party两部分组成，

在沙龙环节，CC中国大陆项目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王春燕教授，中国

开放教育协会主席王逢旦先生，著名策展人欧宁先生等嘉宾分别做了精彩的

主题发言。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活动回顾

信息技术与社会责任国际会议

2007年 12月 17日 至 18日 ， “ 信 息 技 术 与 社 会 责 任 国 际 会 议 ”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香港中文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共同主办，由香港中文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共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

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30余名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在

本次会议上，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学

院王瑾教授、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主任王春燕博士分别进行了专题演

讲。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使大家对知识共享项目及其在中国

大陆的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与支持。

“网络治理与公民社会”研讨会

2008年2月29日，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围绕“网络治理与公民社会”的

主题组织了一个小型交叉学科研讨会，来自文化研究、法学、网络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分别就“网络治理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治理与知识

共享（CC）协议”、“网络热点事件评析”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法国更新

治理研究院理事、文化传媒协会执行主席陈力川先生应邀作为会议主题

发言，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为与会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研

讨会采取自由、开放的形式，在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进行了精

彩的讨论和对话。

China Mainland

Creat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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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香港中文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共同主办，由香港中文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共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

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的30余名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参加了此次会议。在

本次会议上，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麻省理工学

院王瑾教授、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主任王春燕博士分别进行了专题演

讲。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兴趣，使大家对知识共享项目及其在中国

大陆的发展有了全面的了解，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与支持。

“网络治理与公民社会”研讨会

2008年2月29日，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围绕“网络治理与公民社会”的

主题组织了一个小型交叉学科研讨会，来自文化研究、法学、网络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分别就“网络治理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治理与知识

共享（CC）协议”、“网络热点事件评析”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法国更新

治理研究院理事、文化传媒协会执行主席陈力川先生应邀作为会议主题

发言，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为与会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研

讨会采取自由、开放的形式，在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者进行了精

彩的讨论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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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共享创意”10月25日在香港举

行成立典礼，Creat ive 

Commons的创始人、美国斯坦

福大学法学院教授Lawrence 

Lessig以及Creat ive 

Commons国际组织CEO伊藤

穰一先生出席典礼并致辞。

“香港共享创意”是CC在全球的第50名成员，

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麦康瑞

女士发起并主持，宗旨是在香港推广适用于本地

的知识共享许可协议，鼓励香港的多元创作，

加强知识产业在香港的发展。

CC协议在香港的本地化由“香港共享创

意”法律小组主持人、香港大学法律系李亚

虹副教授和李雪菁副教授主持完成，已经正

式发布。香港地区的创意人士可以采用这

些协议发布自己的作品。

详细情况请访问CC香港项目的网站 

http://hk.creat ivecommons.org

美国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裁定，开源或者公共许

可协议的许可人可以获得版权侵

权救济措施。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the Cour 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 t ，简称CAFC）在美国

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是具有引领风向意

义的法院，裁定支持自由版权许可协

议，并且明确指明包括CC协议等协议在

内。该法院裁定自由许可协议，例如CC协

议，所设定的条款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在

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基础上产生的合

同,仍可适用于其上仍存在版权的作品。据

此，使用公共许可协议的许可人能够获得主张

版权受到侵害从而申请禁止令等救济措施，而

不限于传统的合同救济措施。

CC 创始人Lawrence Lessig教授解释作为法院

裁定支持的自由软件、开源软件以及知识共享许

可协议的理论基础的时候说：“一旦您违反了许可

条款，许可协议就会终止，也就意味着你侵害了版

权，这就是公共许可协议和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基础

理论。准确地说，不管它们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

同，它们是一类版权协议，如果你没有遵守许可协议的

条款，它们的法律效力就会终止。”Lessig认为这项判决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法院对许可协议所做出明确和肯定

的阐释。”

这项判决推翻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同时确认

了在违反开 放许可协议的情况下版权法规定的有关救济

措施的可适 用性。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注意到，违反许可

协议中的署 名条款可能导致许可人名誉和经济利益受损

的后果，这 项判决展示了法官对因特网环境下经济利益

原则的深刻 理解：在信息经济中署名本身就是一项有价

值的经济权 利。

知识共享组织就本案向法院递交了意见。感谢所有的支持者：Linux基金会（Linux Foundat ion）、

开放源代码促进会（The Open Source In i t ia t ive）、软件自由法律研究中心（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Per l基金会（ the Per l Foundat ion）和维基百科基金会（Wikimedia Foundat ion），

感谢斯坦福大学因特网与社会研究中心（Stanford’s Center for In te rnet & Society）的Anthony T. 

Falzone and Chr is topher K. Ridder先生无偿为准备这份重要的答辩状所付出的努力。

本文转自：http://creat ivecommons.org/   文/Brian Rowe   编译：郑毅

该法院裁定自由许可协议，例

如CC协议，所设定的条款尽管不

是传统意义上在双方协商一致达

成合意的基础上产生的合同仍可

适用于其上仍存在版权的作品。

微软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系列插件，用以使微软那些广受欢迎的产品在科技领域更加实用。这些插件包括

可以使研究文献按照出版商或数字档案馆的要求进行创制、共享和保存的工具。这里要介绍这套插件，包括

适用于office 2007的知识共享协议插件（Creat ive Commons Add-in，简称CC插件），它使得任何人都可以

直接将知识共享协议加入他们发布的文件。

使用CC插件时，你在知识共享组织的网站上选择合适的许可协议表明别人可以在何种程度上

使用你的作品，嵌入的许可协议链接能够连接到知识共享组织网站上的许可协议，同时一段协

议的机读代码也会被存储在office open XML 文件中。

高等教育编年杂志（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 ion）这样报道插件的发布：为帮助专家学

者及出版商撰写、编辑及出版学术性文章，微软公司发布了一系列新的软件工具，用于帮助专

家学者及出版商撰写，编辑及出版学术性文章，这些工具也有助于解决复杂的版权问题、便

于查找以及分享学术数据。

例如，用于Word 2007的文章编写插件（Article 

Author ing Add-in）可以使创作者在写作时可以按照出

版商或数字档案馆的要求，对文件进行相应的编排和

注释。这样一来，文章就可以轻松地转换为所希望的

格式，有利于数字存储及长期保存。微软公司向

Word及其他产品的授权用户免费提供这类新型软件以

及其他微软产品，以便使用者可以生成一些以医药国

家图书馆制作的并被广泛使用的格式编辑的文档，

用于生物医学界的同行评议以及生命科学杂志文献

如PubMed Cent ra l。 当然由于这些插件是完全开放

并可自由修改，使用者也因此可以对这些软件进行改动以满足其他格式的要求， 

“以前我们并不强调广泛传播Office、Excel、Sharepoint等软件，也没有开发其他程

序以使这些软件对科学更加有用”，微软公司外部研发部副总裁Tony Hey说，“比方

说，Word当初并不是为科技文献的文字处理而开发的。但是我们现在决定试试，看我

们能否可以让这些软件更有用。”他还说，微软公司其实也是顺应研究人员的需求，

给他们提供更强大的文献数据检索服务。事实上，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 i tu tes of Heal th）早已要求其赞助的研究文献须自出版一年内存储于PubMed 

Cent ra l，哈佛大学法学院以及艺术和科学类各学

院都有类似的要求。

这些程序的开发提高了人们对版权以及存档文

献合理使用问题的关注。为帮助创作者、出版商

和数据库在以微软Office文档形式存储的信息种嵌

入版权信息和许可协议，微软公司还发布了其他

一些免费产品，名称为Office 2007知识共享许可

协议插件。科学共享项目（Science Commons）

成员去年参观了位于西雅图的插件程序研究团

队，对研发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我们如何管理科技知识方面，有许多根本

性的转变发生，这些转变导致产生了对新工具的需求，这些新工具增加了我们对知

识分享与合作的选项”，知识共享组织科学共享项目副主任John Wilbanks说。

“我们很高兴微软开发这些软件以满足这类需求”。

本文转自：http://creat ivecommons.org/  文/Kait l in Thaney   编译：郑毅

使用CC插件时，你在知识共享组织

的网站上选择合适的许可协议表明别人

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使用你的作品，嵌入

的许可协议链接能够连接到知识共享组

织网站上的许可协议，同时一段协议的

机读代码也会被存储在office open 

XML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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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第五届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网友投

票公众奖揭晓，来自中国的科学博客“科学松鼠会

（songshuhui.net）”以最高的网友投票率获得

“最佳博客”和“最佳中文博客”两项大奖。“科学

松鼠会”是中国一些科普报刊的编辑记者发起的群体

博客，成立的目的就像松鼠会博客上说明的一样，是

要打开科学的坚硬外壳，将有营养的果仁剥出来，让

人们能够领略到科学的美妙。

12月4日，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就“科学松鼠

会”的成立发展以及使用知识共享协议的有关情况对

“科学松鼠会”的资深成员Gerry进行了一次专访。

他现在主要负责科学松鼠会博客网站的管理维护工

作。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以下简称CC）：首先祝

贺“科学松鼠会”在最近的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中

获得两项大奖。

Gerry：谢谢！。其实这个奖项本身并不重要，

我们最初的召集人之一姬十三几次在博客上号召大家

去为松鼠会投票，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让科学写作受到

更多的关注。我们这几个月的努力，使我们认识到国

内科学传播的环境虽然不是特别好，但也没有我们原

来想象的那么差，还是有很多媒体愿意寻找科学方面

的内容，但是找不到途径，这些信息给了我们很大的

信心。这次的公众奖，也说明了读者对我们的支持。

CC：“科学松鼠会”这个项目最初是怎么发起的

呢？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发起的？

Gerry：最初产生将国内一些科普杂志的编辑和

科学文章的作者集合起来的这个想法的是“科学松

鼠会”最初发起人之一的姬十三。他当时在上海一

家科普杂志做编辑，对圈内的情况比较了解。大概

一年前，他召集了他所认识的一些科学杂志的编

辑、作者大约10来个人，建立了一个群，交流信

息，互通有无。但是当时还不太清楚会做成什么样

子。

今年三月份，十三从上海来到北京，组织了几次

见面会。大家觉得对建立一个交流平台的需求越来

越迫切了。开始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信息交流平

台，交流一些比如哪个媒体需要什么题目的文章，

哪家媒体在招聘科学编辑、记者等等这一类的信

息。

但是当群博建立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原来在

各个作者自己博客上的文章，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出

来，聚合在一起，大家就觉得有规模，成气候了。

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后，大家的兴趣都被激发出来

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股合力，再做起来也比较方

便。

我们后来制定的目标就是做国内最好的科学博

客，现在做了半年多时间后，可以说这个目标已经

达到了。

CC：“科学松鼠会”博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用

CC协议发表作品的呢？

Gerry： 大概我们的博客正式上线后一

两个星期就采用了，也可以说是从开始就用

了吧。

因 为 CC协 议 在 博 客 圈 里 用 的 比 较 多 。 我

2006年建立个人博客的时候，就采用了CC协议，

所以当松鼠会的群博建立之后，我就提议在群博上

也采用CC协议。为此也征求了其他作者的意见。一

些在平面媒体工作的作者，一开始并不太熟悉这个

协议。但是大家看过协议内容之后，都赞成采用

CC协议，使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这

个协议来发表文章。

对作者来说，CC协议是一种现成的协议，对作

者的权利、义务做出了清楚的规定，又比较规范，

可以比较清楚的界定自己的权利、义务，保障自己

的利益。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再去参考法

律，在一些细节的法律条文和规定上花费精力。

CC：你觉得CC所提倡的理念对互联网时代的科

学传播有怎样的意义？

Gerry：在科学领域，大家都是希望自己的文章

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我们科学松鼠会也是这样，

有更多的读者看到我们的文章，对我们来说是好

事。我们的宗旨就是让科学传播并且流行起来，这

与CC协议倡导的共享理念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保护自己的权益。我们以前也

遇到过一些版权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章被一

些纸媒转载了，却没有任何的通知，没有稿费。有

的文章甚至被改了名字，改了内容。我们打电话去

问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次时间紧，来不及联系，所

以就先用了，请你们告诉我们作者的联系方式，我

们来付稿费。等等这些托词。对于这样的情况，我

们的作者还是很有意见的。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肯定会跟这些媒

体联系。如果对方是比较大的负责任的媒体，它们

一般都会有所响应，给我们一个说明，然后补付稿

酬。但是一些小的媒体，我们跟它们联系，但是根

本得不到反馈。

“让科学传播并且流行起来”
            ——访“科学松鼠会”成员G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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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我们来说，稿费的多少倒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事先跟我们联系，这是对我们作者的一种尊

重。

比如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科学翻译的栏目，就是选

取美国《纽约客》、《新科学家》等媒体上的科学

文章，让读者“抢”着翻译，调动读者的积极性。

翻译作品本身也需要解决版权的问题。所以我们事

先跟《纽约客》、《新科学家》等这些杂志联系

过，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只要是他们网站上全文

刊登的文章，我们都可以拿来翻译，而且他们对我

们的做法非常欢迎。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版权纠

纷主要是一个沟通问题，只要事先联系说明，一般

都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我们也欢迎报纸、杂志等平

面媒体刊登我们的文章，但是需要事先跟我们联

系。如果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拿去用了，这

个性质就不同了。

采访/文字整理：辛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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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C licensed Photography Contest in China

参赛作品

大赛组委会经过严格的遴选，从社会人

文、自然环境、人物肖像三个类别的10000余

幅作品中初选出了540幅作品进入专家评选

会，供专家评选会从中选出最终获奖作品。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子善、新华社图片编

辑、中国摄影界资深评论家陈小波女士、《数

码摄影》杂志执行主编张韬、《中国摄影报》

总编助理柴选、新摄影网总编辑蔡青等专业人

士组成的专家评选委员会经过多轮投票、讨

论，最终选出大赛三个类别78幅获奖作品。

网友黄河湾拍摄的《地窨院小学》获得社

会人文类一等奖。作品表现了孩子们在露天的

黄土地上学习的场景。韩子善教授被孩子们求

知的热情所打动，他说：“这是我们熟悉的黄

土地，画面是凝重的，但又给人充满了温暖的

希望”。陈小波女士则被孩子们所处的艰苦环

境所触动，她满怀深情地说：“希望这样的场

景只是今天，明天不会再有的一个场景，希望

这只是一种记录。”

而自然风景类的一等奖作品《哺育》则以

其融情入景的方式赢得了评委的青睐，画面表

现的是暮色下母骆驼给小骆驼哺乳的景象。评

委柴选先生对这幅作品点评说：有时候我们可

能更关注风光，而忽略自然界好多生动的东

西，这幅照片能够把自然风光和动物间的亲情

结合在一起，内涵非常丰富。

人物肖像类的一等奖作品《JUMP》则以其

拍摄手法的创新性而在众多人像类作品中脱颖

而出。这幅作品摆脱了以往人像作品千人一面

的拍摄手法，采用广角和蹲拍，将主体人物置

于空中，使作品有了一种超现实的意味，给人

很大的冲击。陈小波女士认为这幅作品摆脱了

美女照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窠臼，拍得超

凡脱俗。此外，评委们对这张照片所塑造的健

康和活力的精神风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韩子

善教授认为，这张照片与其说这是一张人像作

品，不如说是当今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符号。而

柴选先生则认为这幅作品反映了中国和中国人

目前存在的一种状态。

评选过程中，几位专家也对一些作品提出

了建设性的意见，韩子善教授指出，摄影既需

要被感动也需要很好地把自己的感动表达出

CCQ 13

地窨院小学 摄影：黄河湾 

哺育  摄影：潢水渔翁 

JUMP系列  摄影：老0 

与摄影

CCQ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为了扩大CC在摄影界的普及，让更多的摄影人了解CC这个灵

活的作品授权方式，经过认真的策划和周详的安排，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07年

9月联合新摄影网正式向媒体及各网络摄影社区公布了这个大型的采用CC协议的摄影作

品大赛计划，大赛以“知识共享”为主题，旨在通过推广CC的价值理念——合法地分

享、使用、演绎，在一定条件下开放作品与他人分享，使作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以

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创作空间。

首届CC摄影大赛计划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各方的关注，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站、

SOHU网、《中国摄影》杂志网站、《中国摄影报》、《数码摄影》等网络媒体和专业

媒体的支持下，大赛自2007年9月1日接受投稿以来，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影友们投

稿，在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的摄影人

积极参与下，40天的投稿时间里CC摄影大赛社会人文、自然环境、人物肖像三个类别

共收到3000多名网友的10000余幅高水平的参赛作品。在作品提交与网络投票评选期

间 ， 广 大 网 友 在 摄 影 大 赛 平 台 上 积 极 的 参 与 交 流 和 评 选 投 票 ,首 届

CC摄影大赛取得了圆满达到了宣传、推广CC协议的预期目标。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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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作品中初选出了540幅作品进入专家评选

会，供专家评选会从中选出最终获奖作品。由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子善、新华社图片编

辑、中国摄影界资深评论家陈小波女士、《数

码摄影》杂志执行主编张韬、《中国摄影报》

总编助理柴选、新摄影网总编辑蔡青等专业人

士组成的专家评选委员会经过多轮投票、讨

论，最终选出大赛三个类别78幅获奖作品。

网友黄河湾拍摄的《地窨院小学》获得社

会人文类一等奖。作品表现了孩子们在露天的

黄土地上学习的场景。韩子善教授被孩子们求

知的热情所打动，他说：“这是我们熟悉的黄

土地，画面是凝重的，但又给人充满了温暖的

希望”。陈小波女士则被孩子们所处的艰苦环

境所触动，她满怀深情地说：“希望这样的场

景只是今天，明天不会再有的一个场景，希望

这只是一种记录。”

而自然风景类的一等奖作品《哺育》则以

其融情入景的方式赢得了评委的青睐，画面表

现的是暮色下母骆驼给小骆驼哺乳的景象。评

委柴选先生对这幅作品点评说：有时候我们可

能更关注风光，而忽略自然界好多生动的东

西，这幅照片能够把自然风光和动物间的亲情

结合在一起，内涵非常丰富。

人物肖像类的一等奖作品《JUMP》则以其

拍摄手法的创新性而在众多人像类作品中脱颖

而出。这幅作品摆脱了以往人像作品千人一面

的拍摄手法，采用广角和蹲拍，将主体人物置

于空中，使作品有了一种超现实的意味，给人

很大的冲击。陈小波女士认为这幅作品摆脱了

美女照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的窠臼，拍得超

凡脱俗。此外，评委们对这张照片所塑造的健

康和活力的精神风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韩子

善教授认为，这张照片与其说这是一张人像作

品，不如说是当今年轻人的一种精神符号。而

柴选先生则认为这幅作品反映了中国和中国人

目前存在的一种状态。

评选过程中，几位专家也对一些作品提出

了建设性的意见，韩子善教授指出，摄影既需

要被感动也需要很好地把自己的感动表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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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窨院小学 摄影：黄河湾 

哺育  摄影：潢水渔翁 

JUMP系列  摄影：老0 

与摄影

CCQ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为了扩大CC在摄影界的普及，让更多的摄影人了解CC这个灵

活的作品授权方式，经过认真的策划和周详的安排，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07年

9月联合新摄影网正式向媒体及各网络摄影社区公布了这个大型的采用CC协议的摄影作

品大赛计划，大赛以“知识共享”为主题，旨在通过推广CC的价值理念——合法地分

享、使用、演绎，在一定条件下开放作品与他人分享，使作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以

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文化创作空间。

首届CC摄影大赛计划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各方的关注，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站、

SOHU网、《中国摄影》杂志网站、《中国摄影报》、《数码摄影》等网络媒体和专业

媒体的支持下，大赛自2007年9月1日接受投稿以来，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影友们投

稿，在中国大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的摄影人

积极参与下，40天的投稿时间里CC摄影大赛社会人文、自然环境、人物肖像三个类别

共收到3000多名网友的10000余幅高水平的参赛作品。在作品提交与网络投票评选期

间 ， 广 大 网 友 在 摄 影 大 赛 平 台 上 积 极 的 参 与 交 流 和 评 选 投 票 ,首 届

CC摄影大赛取得了圆满达到了宣传、推广CC协议的预期目标。

CC



来，评委们精彩而深刻的点评使与会人员充分领略到了摄影艺术的魅力。

评委们表示此次大赛的作品整体水平比较高，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作品，知

识共享的理念非常好，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值得大力推广。

2007年11月4日，首届知识共享Creat ive Commons摄影大赛颁奖仪式暨获

奖作品展开幕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会堂成功举办。来自中国摄影界、知

识产权研究领域的学者、广大的摄影人、以及搜狐网、《中国摄影》杂

志、中国摄影报、《数码摄影》杂志等媒体记者2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搜狐网新闻中心对颁奖仪式暨获奖作品展开幕式现场进行了全程现场网络

直播，《数码摄影》杂志等平面专业媒体对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三名一

等奖获得者专程赶赴北京代表所有获奖者参加了颁奖仪式。

在由CC中国大陆项目成员李旭先生主持的CC摄影沙龙环节，来自国际

CC领域知名专家Joichi I to先生、Cathar ina Maracke博士、Stewart Chei fet博

士、Daniele Bourcier教授分别与参会人员分享了“如何选择许可协议”、

“如何用你拍的照片营利”等开发用CC协议发布的艺术作品的商业模式的

话题。中国摄影界的韩子善教授、陈小波女士、高磊先生则分别做了“影

像的力量”、“中国纪实摄影的现状”、“影像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的

主题发言。这些话题均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与会的摄影爱好者就知

识共享与摄影艺术的问题与嘉宾们进行了愉快的交流，一致认为，通过C 

C协议摄影师们可以在摄影作品中注入更多的创造力。

2007年12月5至12月17日，首届知识共享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移师北京佳

能交流空间，众多摄影爱好者和网友前去参观了展览。

首届CC摄影大赛的成功举办得到了来自各方的高度评价，CC理事会主席

Joichi I to说CC摄影大赛的活动形式在CC国际其它项目也属首创，很高兴看

到很多中国职业摄影师用CC协议来发布自己的作品参赛，而不用担心有来

自业余摄影者们的威胁，CC中国大陆项目组织设定的CC摄影大赛模式能够

让CC国际其它项目得到参照。

资深摄影评论家陈小波表示中国摄影界引入CC协议将是中国摄影的幸

事，也是中国摄影家的一件幸事。CC协议也得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朱宪民、著名摄影家王文澜、黑明等一批中国摄影界知名摄影家的认可，

他们也开始使用CC协议来发布摄影作品。我想我们要做的是怎样让更多摄

影家知道CC协议，从而让他们的成果得到保护，也让他们的成果得到传

播。

此次CC协议通过知识共享摄影大赛在摄影界的引入也对摄影创作者的版

权保护意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高了摄影创作者和图片使用者的版权保

护意识，基于第一届CC摄影大赛的成功举行，以及良好的CC推广及大众参

与模式，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遂确定将CC知识共享摄影大赛作为一项长

期的项目活动，以年度为单位计划每年举办一届。

颁奖典礼与CC摄影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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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球赛 摄影：盐粒子

首届CC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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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古装美人  摄影：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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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08精彩运动瞬间
    —运动•分享2008第二届CC摄影大赛圆满落幕

The 2nd CC Licensed Photography Contest

CC摄影大赛是由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为倡导摄

影作品的合法共享与交流传播而组织发起，福特基金

会提供资助，得到摄影界权威媒体、专家、摄影人

及广大网友支持的高水平年度摄影赛事。2008第二

届CC摄影大赛的主题为“运动•分享”，由新摄影网

提供平台支持，大赛投稿时间为2008年10月1日至

2008年12月1日，共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

等奖3名、优秀奖30名共36个奖项。

本届大赛得到广大职业摄影师、摄影记者、摄影

爱好者和网友积极响应，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大赛平

台共收到3000余张参赛作品，参赛作品中有奥运会

这样顶级体育赛事由摄影记者拍摄的专业新闻纪实

图片，也有来自民间胡同、里弄、乡间田野由网友

拍摄的运动趣味瞬间，以及公司、企事业单位内部

员工体育活动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本

赛大赛运动与分享的主题，呈现了中国人热爱生活

CCQ 21

的积极友善与乐观向上、面对灾难的淡定与坚强，以

及举办奥运这种大型国际活动的开放与友好的形象。

本届大赛的作品专家评选会于12月4日下午在北京

佳能交流空间举行，大赛邀请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

席、著名摄影家朱宪民,新华社高级编辑、资深摄影评

论家陈小波,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收藏部

主任Stewart Chei fet,著名摄影家、北京798映艺术中

心CEO那日松，《中国摄影》杂志主编闻丹青，著名

摄影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子善，《京华时

报》图片总监、视觉联盟执行主席骆永红等7人组成的

强大评委阵容。评选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组委会工作

人员按比赛预先设定的参赛规则与评选标准从所有投

稿作品中初选出300幅照片供专家在评选会上评选。

经过专家们近3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和层层筛选，36幅获

奖作品浮出水面。来自重庆市白雪的摄影作品《单杠

上下的男人》摘得了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单杠上下的男人  一等奖  白雪  BY NC ND

长大后我要成为你  二等奖  贾代腾飞  BY NC SA飞翔  二等奖  魏征  BY NC

人鸭赛跑  三等奖  徐洪云  BY SA踢球的少年  三等奖  王侃  BY 高原雄风  三等奖  邱东慧  BY NC ND

CCQ CCQ

与摄影CC与摄影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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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著名摄影家朱宪民,新华社高级编辑、资深摄影评

论家陈小波,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收藏部

主任Stewart Chei fet,著名摄影家、北京798映艺术中

心CEO那日松，《中国摄影》杂志主编闻丹青，著名

摄影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子善，《京华时

报》图片总监、视觉联盟执行主席骆永红等7人组成的

强大评委阵容。评选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组委会工作

人员按比赛预先设定的参赛规则与评选标准从所有投

稿作品中初选出300幅照片供专家在评选会上评选。

经过专家们近3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和层层筛选，36幅获

奖作品浮出水面。来自重庆市白雪的摄影作品《单杠

上下的男人》摘得了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单杠上下的男人  一等奖  白雪  BY NC ND

长大后我要成为你  二等奖  贾代腾飞  BY NC SA飞翔  二等奖  魏征  BY NC

人鸭赛跑  三等奖  徐洪云  BY SA踢球的少年  三等奖  王侃  BY 高原雄风  三等奖  邱东慧  BY NC ND

CCQ CCQ

与摄影CC与摄影CC



CCQ22

评审专家对大赛参赛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表示

此次摄影大赛作品质量优秀，普遍体现了运动和共

享精神，尤其是获奖作品，以专业技术和创新视角

展示了民众共同参与、共享运动的精神面貌。今年

的获奖作品，不仅在摄影语言上有良好的运用、更

多的是将个人的情感溶入作品之中，也真实地反映

了中国今年的各项大事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运

动 •分享2008第二届CC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于

12月16日开始在北京佳能交流空间举行，欢迎大家前

去参观。

作为一个公益项目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希望

通过CC协议的普及，使共享、开放的理念渗透到大

众的生活当中，让更多的人享受分享带来的感动与

快乐。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亦将充分利用CC的国

际平台，为使用CC协议的摄影作品提供更多的展示

机会，推动中国当代摄影作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CCQ 23

11

1

迈向冠军的第一步  王燕  BY ND

比试！  陈永平  BY NC ND
上图：起舞  杨惠全  BY SA 

下图：明日之星  蒋平  BY

雏 鹰  徐善元  BY “我运动,我快乐,我是奥运小健将”  黄琴心  BY SA

第二届CC摄影大赛优秀奖作品CCQ CCQ

与摄影CC与摄影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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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舞绝景－天门山自行车挑战赛  叶凉坤  BY

舞在山乡  秦启胜  BY

拉拉队－“加油，加油”  王红斌  BY 纯真  谭方胜  BY NC

激情滑雪  兰天翔  BY NC 玩酷  范文成  BY NC SA 我要飞的更高  孟戈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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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  黄伟  BY

起跑  高诚康  BY NC SA 点与线  钱家瑞  BY

争雄  龚娟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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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射  郑培军  BY 美的定格  朱绛  BY ND

怡宁英姿  许天彤  BY NC 乐在其中  思乡曲  BY

CCQ 29

俏花旦—抖空竹  储伏龙  BY NC SA

瞄  杨晓莺  BY NC

监狱运动会  李峰  BY

新年图瓦赛马图  于仲涛  BY NC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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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CC摄影大赛优秀奖作品

CCQ30

雨打沙滩  郝笑天  BY NC ND

奋力向前  王伟  BY 赛场上  王福志  BY

CCQ 31

拼搏  梁钜球/梁钜球  BY NC 拼搏  盛佳鹏/棚子  BY NC SA

运动•分享第二届CC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

展览时间：12月16日—12月29日

展览地点：佳能交流空间  

           北京市西城区华远街13号置地星座A座首层(西单君太百货西侧)

展厅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18：30

CCQ CCQ

与摄影CC与摄影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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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9日，“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在日

本札幌与CC全球峰会（iSummit’08）同期开幕，为

了利用这个契机加强与国际摄影界和知识共享领域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受邀在CC全

球峰会举办此次摄影展览。这也是国内首次采用CC协

议的摄影作品出国展览。日本札幌市政府、福特基金

会、08 CC全球峰会组委会等组织和机构对此次展览

给予了大力支持。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中国著名的摄影评论家、新华社高级图片编辑陈小波

担任主策展人。共有51位参展人的102幅作品参展，

其中43幅作品选自07年首届CC摄影大赛李郁峰、凌时

生、 马俊等41位获奖者的获奖作品，这些作品充分

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社会人文、自然风貌、和中国当前

社会各界人物的风采。首届CC摄影大赛的参与者很多

都不是职业摄影师，他们大多是活跃于网络的摄友。

他们与那些前辈摄影家们同样是时代的记录者和见证

者，他们用一种优雅的审美理念，精湛的摄影技巧拍

摄出了让人感动的作品，传承着摄影纪录者的使命。

另59幅参展作品来自10位中国重要的当代摄影

家：黑明、胡武功、姜健、李杰、刘英毅、王建民、

王文澜、王玉文、张新民、朱宪民用CC协议授权发布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
       —国内首次采用CC协议的摄影作品出国展览

的摄影作品。这10位摄影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摄

影家，是中国变革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以

各自特有的方式记录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记录

着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他们每个人的影像都带出一

段历史，一个人群，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这些影

像组成了中国文化史中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们把摄

影和社会和人性紧紧相连，他们让我们看到切切实

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瞬间。这些资深摄影家开始接受

并使用CC协议发布自己的作品，将在摄影领域产生

深远的影响。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受到了国际高峰会与

会者的广泛好评，“震撼人心的作品展示了中国的

精神和生活面貌”、“这些作品太棒了”、“ 这些

作品太鼓舞iCommons社区了”，与会者纷纷留言，

祝贺展览圆满成功。

CC协议在摄影界的推广不仅能促进摄影人重新认

识版权，尊重他人的知识成果，更重要的是知识共

享、协同创作、重新演绎等CC理念在摄影创作上将

改变摄影人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创作理念，进一步促

进摄影语言和摄影行为的创新。

CCQ32

An Exhibition of CC licensed Photograph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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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届iCommons国际高峰会

2008年7月28日至8月1日，第四届iCommons国际高峰会（iCommons Summit ）在日本国北海道札

幌市召开，本届高峰会由iCommons 、Digital Garage 、CC日本 以及札幌市政府共同主办。这是

iSummit首次在亚洲举行，会议地点位于札幌市会展中心，与会者专业背景多样，既有各个司法管辖

区CC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又有各所世界知名高校的教授等研究人员，又有艺术家、创作者，

以及来自新媒体等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Creat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主任王春燕教授，项目顾问陈小波女士以及项目成员朱捍东、郑毅、施松作为代表参加了

本届高峰会。 

本届高峰会还组织了三个大型文化艺术展示项目，这其中包括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的观看中国

CC摄影作品展、邀请参与者一起作画的Live Drawing以及Global Lives。另外现场还有很多体现开

放共享、协同创作精神的展品演示，为整个会议增色不少。

策 展 人：陈小波 谱庄

策展执行：朱捍东

参展人：黑 明  胡武功  姜 健  李 杰  刘英毅  王建民  王文澜  王玉文  张新民  朱宪民 

         以及李郁峰（黄河湾）、凌时生（老0）、 马俊（潢水渔翁）等41位首届CC摄影大赛获奖者

展览时间：2008.7.29 - 2008.8.1

主办单位：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Presented by: Creat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

Sponsor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Photographers: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Heiming,Hu Wugong,Jiang Jian,Li Jie,Liu Yingyi,Wang Jiangmin,Wang Wenlan,

           Wang Yuwen,Zhang Xinmin,Zhu Xianmin; top photography contest winners Li Yufeng,Ling Shisheng,Ma Jun; 

           and 41 additional contest winners. 

Curators Chen Xiaobo, Pu Zhuang, Zhu Handong

Location: Shiroishi-ku City Hall Sapporo, Hokkaido

Exhibition Dates: July 29 - August 1

:

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

论委员会委员。从事编辑工作长达20余年，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

报道摄影编辑，被业内杰出摄影家引为同道。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摄影领域广泛的写作、策展、编辑书籍并

把研究当代视觉艺术现状作为兴趣。研究方向为中国纪实、新闻摄

影中的个案。担任中国摄影最高奖项“金像奖”以及多个国家级摄

影奖项评委；担任多个摄影节和专业杂志的学术委员；在平遥、连

州、桂林等国际摄影节及798艺术中心上连续策展；作为一名摄影

类书籍的编辑，帮助数十位摄影家编辑图书。

2003年，获得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会员称号；

2004—2006年，主持《人民摄影报》“小波与影人对话”专

栏；

2006年，参与《中国摄影50年》编辑工作，为书中新华社部

分、新闻摄影部分、报道摄影部分、体育部分的策展人和撰稿者；

2007年，作为主编，完成《中国摄影家》丛书（十本）编辑、

出版工作；2008年，主持《摄影世界》“口述新华”专栏；为《人

民日报》海外版“名流–摄影家”撰稿人；中央电视台《摄影家与

变革的年代》总策划。

陈小波

Chen Xiaobo

CCQ CCQ

与摄影CC与摄影CC



2008年7月29日，“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在日

本札幌与CC全球峰会（iSummit’08）同期开幕，为

了利用这个契机加强与国际摄影界和知识共享领域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受邀在CC全

球峰会举办此次摄影展览。这也是国内首次采用CC协

议的摄影作品出国展览。日本札幌市政府、福特基金

会、08 CC全球峰会组委会等组织和机构对此次展览

给予了大力支持。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由福特基金会资助，

中国著名的摄影评论家、新华社高级图片编辑陈小波

担任主策展人。共有51位参展人的102幅作品参展，

其中43幅作品选自07年首届CC摄影大赛李郁峰、凌时

生、 马俊等41位获奖者的获奖作品，这些作品充分

反映了中国当前的社会人文、自然风貌、和中国当前

社会各界人物的风采。首届CC摄影大赛的参与者很多

都不是职业摄影师，他们大多是活跃于网络的摄友。

他们与那些前辈摄影家们同样是时代的记录者和见证

者，他们用一种优雅的审美理念，精湛的摄影技巧拍

摄出了让人感动的作品，传承着摄影纪录者的使命。

另59幅参展作品来自10位中国重要的当代摄影

家：黑明、胡武功、姜健、李杰、刘英毅、王建民、

王文澜、王玉文、张新民、朱宪民用CC协议授权发布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
       —国内首次采用CC协议的摄影作品出国展览

的摄影作品。这10位摄影家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摄

影家，是中国变革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以

各自特有的方式记录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记录

着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他们每个人的影像都带出一

段历史，一个人群，一种社会存在的状态。这些影

像组成了中国文化史中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们把摄

影和社会和人性紧紧相连，他们让我们看到切切实

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瞬间。这些资深摄影家开始接受

并使用CC协议发布自己的作品，将在摄影领域产生

深远的影响。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受到了国际高峰会与

会者的广泛好评，“震撼人心的作品展示了中国的

精神和生活面貌”、“这些作品太棒了”、“ 这些

作品太鼓舞iCommons社区了”，与会者纷纷留言，

祝贺展览圆满成功。

CC协议在摄影界的推广不仅能促进摄影人重新认

识版权，尊重他人的知识成果，更重要的是知识共

享、协同创作、重新演绎等CC理念在摄影创作上将

改变摄影人传统的思维定势和创作理念，进一步促

进摄影语言和摄影行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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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届iCommons国际高峰会

2008年7月28日至8月1日，第四届iCommons国际高峰会（iCommons Summit ）在日本国北海道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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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来自新媒体等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Creative Common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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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摄影作品展、邀请参与者一起作画的Live Drawing以及Global Lives。另外现场还有很多体现开

放共享、协同创作精神的展品演示，为整个会议增色不少。

策 展 人：陈小波 谱庄

策展执行：朱捍东

参展人：黑 明  胡武功  姜 健  李 杰  刘英毅  王建民  王文澜  王玉文  张新民  朱宪民 

         以及李郁峰（黄河湾）、凌时生（老0）、 马俊（潢水渔翁）等41位首届CC摄影大赛获奖者

展览时间：2008.7.29 - 2008.8.1

主办单位：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Presented by: Creat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

Sponsor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Photographers: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Heiming,Hu Wugong,Jiang Jian,Li Jie,Liu Yingyi,Wang Jiangmin,Wang Wenlan,

           Wang Yuwen,Zhang Xinmin,Zhu Xianmin; top photography contest winners Li Yufeng,Ling Shisheng,Ma Jun; 

           and 41 additional contest winners. 

Curators Chen Xiaobo, Pu Zhuang, Zhu Handong

Location: Shiroishi-ku City Hall Sapporo, Hokkaido

Exhibition Dates: July 29 - August 1

:

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理

论委员会委员。从事编辑工作长达20余年，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

报道摄影编辑，被业内杰出摄影家引为同道。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摄影领域广泛的写作、策展、编辑书籍并

把研究当代视觉艺术现状作为兴趣。研究方向为中国纪实、新闻摄

影中的个案。担任中国摄影最高奖项“金像奖”以及多个国家级摄

影奖项评委；担任多个摄影节和专业杂志的学术委员；在平遥、连

州、桂林等国际摄影节及798艺术中心上连续策展；作为一名摄影

类书籍的编辑，帮助数十位摄影家编辑图书。

2003年，获得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会员称号；

2004—2006年，主持《人民摄影报》“小波与影人对话”专

栏；

2006年，参与《中国摄影50年》编辑工作，为书中新华社部

分、新闻摄影部分、报道摄影部分、体育部分的策展人和撰稿者；

2007年，作为主编，完成《中国摄影家》丛书（十本）编辑、

出版工作；2008年，主持《摄影世界》“口述新华”专栏；为《人

民日报》海外版“名流–摄影家”撰稿人；中央电视台《摄影家与

变革的年代》总策划。

陈小波

Chen Xia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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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明:《新窑子》 新窑子村民合影

胡武功：《民间记忆》 练步  1999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

CCQ 35

1997年，深圳滨海大道建设工地。

张新民：《我的双胞胎儿子》

1983年夏，在四川德阳郊外骑车的小哥俩。

刘英毅：《胡同里的游戏》

2006年北京草厂六条 北京草厂四条2002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CCQ C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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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澜:《骑自行车的人》 上海1991

王玉文：《东北大工业》

2004年，过去繁忙的阜新煤矿运输线。下岗工人在长满

青草的废弃铁路上放牧奶羊。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

CCQ 37

彝人们喜好在室外活动，无论酷暑或严寒

2002年•瓦都乡先锋村

李杰：《彝人村落》

姜健：《场景•主人》 河南周口1994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

2003年，最后的蒸汽机车加水站。2007年，蒸汽机车进了

博物馆，加水站也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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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福建角屿岛上的百名战士手持吉他在海风中演奏。王建民：《四季•四极》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

CCQ38

朱宪民：《黄河•百姓》 黄河凌汛 山东 1996

“观看中国”CC摄影作品展

CCQ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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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7日，第四届迷你迷笛音乐节

（Mini Midi 2008）作品合辑《Noise Is Free》在

“两个好朋友酒吧”成功举行了首发活动，这是

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来自艺术、媒体、音乐等

领域的CC支持者齐聚一堂，在愉悦、轻松的氛围

下共同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刻，充分感受音乐的自

由与分享的乐趣。

《Noise Is Free》由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Creat 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和撒把芥

末/观音唱片合作制作，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张采

用CC协议发布的正式出版实验音乐CD，该CD选用

“BY-NC-SA”（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

共享）的CC协议，选择“BY-NC-SA”该项许可

协议规定，只要他人注明您的姓名并在以您的作

品为基础创作的新作品上适用同一类型的许可协

议，该他人就可基于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重新

编排、节选或者以您的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基

于您的作品创作的所有新作品都要适用同一类型

的许可协议，因此适用该项协议，则对任何以您

的原作为基础创作的演绎作品自然同样都不得进

行商业性使用。

合辑收录的主要是今年5月1日至3日在

“两个好朋友酒吧”举行的第四届迷你

迷笛音乐节参与者的实验音乐作品，在

迷你迷笛音乐节的官方网站

minimidi.cn上提供该合辑免费的mp3文

件供下载。

首发仪式由本届迷你迷笛音乐节策划

人颜峻主持，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主

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春燕到

——Mini Midi 2008作品合辑使用CC协议发布

免费噪音自由分享

CCQ40

场表示祝贺并与嘉宾分享了这张CD诞生的意义。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经理、艺术家朱捍东介绍

了中国大陆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产生及发展历

史，演示了如何使用协议发布作品。随后，用

CC协议发布作品的乐队代表怀丁陛士德等三支乐

队带来了精彩的现场表演。

知识共享组织一贯倡导对知识创造成果进行合

法地分享与演绎，在传统的“所有权利保留”模

式之外，提出了“部分权利保留”的灵活的版权

行使模式。通过向公众免费提供一系列独特的版

权许可协议，为知识创造成果提供一种合理灵活

的保护与使用的方法。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成

立以来，已经与教育、摄影、艺术与文化等领域

进行了广泛合作。CC协议在中国的普及不仅能促

进大众重新认识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知识成

果，更重要的是将促进知识的共享与传播，促进

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发展。

Noise is Free

CCQ 41

关于“Noise Is Free合辑”

“Noise Is Free合辑”是部分Mini Midi 2008参加者的作品合辑。包括现场录音、田野录

音和专为此专辑创作的作品。

由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Creat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和撒把芥末/观音唱片合

作制作。

以“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相同方式共享”的CC版权协议发布。合辑mp3可在网络免费下

载。于2008年6月17日，在汽车电影院两个好朋友酒吧正式发布。

参加艺术家：王凡+718、李铁桥、李增辉、王福瑞、米盖尔•桑托斯、安迪•顾尔、10、怀

丁陛士德、小河、洪启乐、TronOrchestra+SAM2+xinix+VacuumCar’Ori+ShiYang+、颜峻

共享文化

CCQ CCQ

共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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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日-3日，第四届Mini Midi音乐节在北京汽车电影

院“两个好朋友酒吧”举行。作为中国唯一的户外实验音乐节，

Mini Midi是中国最早和最大的户外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的一

部分。Mini Midi是一个非赢利的，面向实验音乐、前卫音乐、

即兴音乐、电子乐、噪音和声音艺术的活动，全部工作人员均为

志愿者。Mini Midi吸引了国内外数百乐迷的参与。

今年的Mini Midi主题为“Noise is f ree（噪音是免费的）”，

在三天时间里，举办了三个专场座谈会，以及来自国内外的数十

位音乐人的现场表演，极具个性的演出让在场的各国乐迷充分感

受到前卫实验音乐的特殊魅力。

第四届迷你迷笛音乐节(Mini Midi 2008)

共享文化

CCQ

CCQ 43

CCQ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数名知识共享中

国大陆项目志愿者全程参与了音乐节，在

活动现场通过各种形式向表演者和乐迷宣

传知识共享“部分权利保留”的理念，悉

心解答大家提出的关于传统版权与知识共

享协议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让来宾们了解

到知识共享协议对促进音乐等文化成果的

传播与保护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此

外，在活动现场播放的CC宣传片以及知识

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专门为此次活动制作的

纪念T恤和其他一系列免费派发的CC纪念

品也受到现场嘉宾和乐迷的欢迎。

图/朱捍东

共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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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受到现场嘉宾和乐迷的欢迎。

图/朱捍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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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C协议的网站示例

打工青年艺术团是一

支由打工者自己发起创

办、以文艺的方式为打

工者群体提供文化教育

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民间

文艺团体。成员主要为

在京打工者，各自都有

一定的文艺特长，大家

平常都是利用工作之余

的时间来进行和开展各

项文艺演出及权益宣传

活动。艺术团自2002年5月1日成立以来，一

直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

旨，先后于2004年9月10日和2007年5月1日

发行了《天下打工是一家》和《为劳动者

歌唱》两张专辑，收录了他们5年来的24首

精心作品，以民谣摇滚为表达形式,歌词质

朴动人，情感真挚而热烈，土的坦荡，笑

的开怀，骂的痛快！以文艺的方式代表打

工者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音乐风格清

新简洁质朴，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难忘的

打工经历，都是我们打工兄弟姐妹们现实

生活的写照和心声的真实表达，极具草根

文化特色。

由上海大学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

创的当代文化研究网，以当代文化研究与教学为

主，该网站注重把握思想学术前沿，关注时下生

活，开设有热点话题、文化论坛、书讯书评、文化

动态、英语文献、反响等栏目，汇集了国内外著名

学者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且与多家著

名学术刊物建立了最新信息的搜索链接。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Program in Cultu ra l Studies 

)成立于2004年7月1日，隶属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

研究系侧重学术科研，旨在培养眼界开阔、能够批

判性地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专门人

才。

文化研究系

打工青年艺术团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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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恒，1975年出生于陕西安康，满族

人，祖籍河南开封，1996年毕业于河南

省安阳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

现任“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北京工

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同心实验

学校校长。

1998年到北京打工，曾做过搬运工、

推销员、街头歌手、打工子弟学校音乐

教师等工作。

2002年5月1日，发起创办了全国首家

打工者业余文艺团体“打工青年艺术

团”，用歌声呐喊，以法律维权，坚持

为工友义务演出百余场次。

2002年11月，发起创办公益机构“工

友之家”，组织志愿者为打工群体开展

各类文化教育及培训公益活动。

2004年9月，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版首

张唱片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第一

次以文艺的方式代表打工者群体发出了

自己的声音！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2005年8月——孙恒发起创办了“同

心实验学校”，志在改变流动儿童的教

育现状。

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孙恒简介

www.cul-studies.com

www.dashengchan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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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C协议的网站示例

打工青年艺术团是一

支由打工者自己发起创

办、以文艺的方式为打

工者群体提供文化教育

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民间

文艺团体。成员主要为

在京打工者，各自都有

一定的文艺特长，大家

平常都是利用工作之余

的时间来进行和开展各

项文艺演出及权益宣传

活动。艺术团自2002年5月1日成立以来，一

直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

旨，先后于2004年9月10日和2007年5月1日

发行了《天下打工是一家》和《为劳动者

歌唱》两张专辑，收录了他们5年来的24首

精心作品，以民谣摇滚为表达形式,歌词质

朴动人，情感真挚而热烈，土的坦荡，笑

的开怀，骂的痛快！以文艺的方式代表打

工者群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音乐风格清

新简洁质朴，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难忘的

打工经历，都是我们打工兄弟姐妹们现实

生活的写照和心声的真实表达，极具草根

文化特色。

由上海大学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

创的当代文化研究网，以当代文化研究与教学为

主，该网站注重把握思想学术前沿，关注时下生

活，开设有热点话题、文化论坛、书讯书评、文化

动态、英语文献、反响等栏目，汇集了国内外著名

学者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且与多家著

名学术刊物建立了最新信息的搜索链接。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Program in Cultu ra l Studies 

)成立于2004年7月1日，隶属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

研究系侧重学术科研，旨在培养眼界开阔、能够批

判性地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专门人

才。

文化研究系

打工青年艺术团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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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恒，1975年出生于陕西安康，满族

人，祖籍河南开封，1996年毕业于河南

省安阳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

现任“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北京工

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同心实验

学校校长。

1998年到北京打工，曾做过搬运工、

推销员、街头歌手、打工子弟学校音乐

教师等工作。

2002年5月1日，发起创办了全国首家

打工者业余文艺团体“打工青年艺术

团”，用歌声呐喊，以法律维权，坚持

为工友义务演出百余场次。

2002年11月，发起创办公益机构“工

友之家”，组织志愿者为打工群体开展

各类文化教育及培训公益活动。

2004年9月，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版首

张唱片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第一

次以文艺的方式代表打工者群体发出了

自己的声音！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2005年8月——孙恒发起创办了“同

心实验学校”，志在改变流动儿童的教

育现状。

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孙恒简介

www.cul-studies.com

www.dashengchan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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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9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

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的法庭判决。本案确认了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的法律条款自动适用于被许可的作品。

本案源于当地前MTV主持、播客领袖——

亚当•克里在知名照片分享网站Flickr上发布

其家庭照片，并附加了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该许可协议规定使用者可以自用利用这些

照片，但“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

式共享”。荷兰小报《周末》在一则关于

克里的孩子的报道中复制了其中的四幅照

片。

克里起诉《周末》，认为《周末》侵

犯其著作权和隐私权。对于著作权问题，

《周末》答辩说其是被Flickr网站上的"本

照片是公用的"标签所误导，而知识共享

许可协议的链接又不明显。该标签是

Flickr网站的标准设置，并可以被公众所

看到。《周末》以为使用这些照片不需

要克里授权。《周末》的发行人

Audax主张，他过了很久才在其法律顾

问的告知下，知道上述知识共享许可

协议的存在。

法庭驳回了《周末》的抗辩并认

为：从flickr获得的四张照片都是由克

里制作并发表于该网站的。原则上来

说，克里通过在网站上发布而拥有四

张照片的著作权，并且，该四张照片

适用上述许可协议。因此，Audax本

应该注意到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对

第三方使用者的限制。法庭理解

CC协议得到司法实践支持

编者按：CC协议给创作者提供了一种新颖、便利和专业的著作权许可方式，知识共

享组织配套提供了以网络链接为特征的协议（电子合同）签订方式。许多朋友担心，

这类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为此，我们挑选了2个与CC协议有关的案例，简要地介绍

给大家，以使大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CC协议。

荷兰
Audax被网站上"本照片是公用的"所误

导，并因此没有注意到许可协议的规

定。但是，对于《周末》这样的专业机

构，在发表来自互联网的照片时，应该

精确、细致地进行审查。如果它这么做

了，它必然会点击"权利保留"按钮，并

看到（简短的）许可协议。如果对于许

可协议的适用和内容有任何疑义，它应

该向著作权人克里请求授权其发表。

《周末》并没有做这样的细致审查，并

轻率地认为发表这些照片不需授权。

Audax没有注意到许可协议的条款……

原告的主张……将得到法庭的支持。对

于克里发布于flickr的照片，被告禁止发

表，除非遵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条

款。

荷兰知识共享项目负责人保罗•凯勒

说：“我们对这个判决表示欢迎。数以

万计的创作者使用知识分享许可协议，

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作品能被分享。而

这个判决有效的保护了他们这一善良意

愿不被滥用。” “这项判决确认了知

识共享许可协议是互联网领域创作者管

理版权的有效方式”，知识共享组织

CEO兼理事长Lawrence Lessig认为“这

项判决提醒了在网络领域寻求作品的人

士应当注意作品上所适用的知识共享许

可协议条款。”

案例CC

CCQ

2006

年2月 27日，

西班牙埃 斯特雷马

杜拉自治区巴 达霍斯市第六初

等法院判定一家迪厅的所有者可以使用采用知识共

享许可协议授权的音乐，而不必向西班牙最主要的

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西班牙著作人和音乐人协会

（SGAE）缴纳使用费。

2005年秋，西班牙著作人和音乐人协会起诉巴

达霍斯市一家迪吧Metropol的所有者里卡多•安德

烈斯•乌特雷拉•费尔南德斯，要求他为在2002年

11月到2005年8月间公开演奏由该著作权集体管理

机构管理著作权的音乐向SGAE缴纳使用费

4,816.74欧元。

2006年2月17日，因为迪吧的所有者证明他使用

的音乐的著作权不由SGAE管理，法院驳回了

SGAE的请求。费尔南德斯在迪吧里演出的音乐是

采用知识共享(CC)许可协议授权的，其作者已经

授予了公开表演的权利。对此，法官在判决中说：

"作者对其创作拥有精神和经济权利。作为权利

人，他可以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这些权利，

无论是免费使用，或者部分让渡。'知识共享

(CC)'许可协议是作品的所有者为自由或免费使用

其作品而选择的一套不同级别的许可协议。它们作

为一套不同级别的许可协议存在，允许第三方能够

在不同的范围内自由使用这些音乐，而不需要付

费；在知识共享(CC)的某些许可协议中，对作品

的特定使用需要支付使用费。被告证明了他使用的

音乐是其作者通过知识共享(CC)许可协议管理著

作权的作品。"

这一判决开创了一个先例，因为在此之前，每

次SGAE要求酒吧、餐厅或者商店为公开演奏音乐

支付使用费，法庭都支持SGAE的请求，因为法庭

西班牙
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实际上代表所有

的作者。本案表明，除了那些由著作权集

体管理机构管理著作权的音乐之外，还有

更多的作品可以自由欣赏和公开演奏。

但是，如SGAE一样的著作权集体管理

机构的会员制度要求音乐家将其权利委托

给该管理机构，这意味着它们的会员目前

不能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表其作品。

因此，所有选择以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表

其创作的艺术家都不能成为SGAE的会

员。

对此，知识共享西班牙项目负责人拉

瓦斯蒂达表示，"这一判决表明作者可以

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选择如何管理他们

的权利，其他人也可以从他的选择中获

益。我希望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能够

明白必须做出某些改变来面对这个新

的现实。"

"这一案件表明，迪吧的所有者和

西班牙法院都认为，出现了新的不同

的音乐著作权形式。"知识共享组织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莱西格

说，"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和

SGAE以及其他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

进行合作，使得音乐家可以自由选

择是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发表他

们的作品或者由著作权集体管理机

构来管理他们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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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9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

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的法庭判决。本案确认了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的法律条款自动适用于被许可的作品。

本案源于当地前MTV主持、播客领袖——

亚当•克里在知名照片分享网站Flickr上发布

其家庭照片，并附加了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该许可协议规定使用者可以自用利用这些

照片，但“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

式共享”。荷兰小报《周末》在一则关于

克里的孩子的报道中复制了其中的四幅照

片。

克里起诉《周末》，认为《周末》侵

犯其著作权和隐私权。对于著作权问题，

《周末》答辩说其是被Flickr网站上的"本

照片是公用的"标签所误导，而知识共享

许可协议的链接又不明显。该标签是

Flickr网站的标准设置，并可以被公众所

看到。《周末》以为使用这些照片不需

要克里授权。《周末》的发行人

Audax主张，他过了很久才在其法律顾

问的告知下，知道上述知识共享许可

协议的存在。

法庭驳回了《周末》的抗辩并认

为：从flickr获得的四张照片都是由克

里制作并发表于该网站的。原则上来

说，克里通过在网站上发布而拥有四

张照片的著作权，并且，该四张照片

适用上述许可协议。因此，Audax本

应该注意到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对

第三方使用者的限制。法庭理解

CC协议得到司法实践支持

编者按：CC协议给创作者提供了一种新颖、便利和专业的著作权许可方式，知识共

享组织配套提供了以网络链接为特征的协议（电子合同）签订方式。许多朋友担心，

这类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为此，我们挑选了2个与CC协议有关的案例，简要地介绍

给大家，以使大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CC协议。

荷兰
Audax被网站上"本照片是公用的"所误

导，并因此没有注意到许可协议的规

定。但是，对于《周末》这样的专业机

构，在发表来自互联网的照片时，应该

精确、细致地进行审查。如果它这么做

了，它必然会点击"权利保留"按钮，并

看到（简短的）许可协议。如果对于许

可协议的适用和内容有任何疑义，它应

该向著作权人克里请求授权其发表。

《周末》并没有做这样的细致审查，并

轻率地认为发表这些照片不需授权。

Audax没有注意到许可协议的条款……

原告的主张……将得到法庭的支持。对

于克里发布于flickr的照片，被告禁止发

表，除非遵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条

款。

荷兰知识共享项目负责人保罗•凯勒

说：“我们对这个判决表示欢迎。数以

万计的创作者使用知识分享许可协议，

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作品能被分享。而

这个判决有效的保护了他们这一善良意

愿不被滥用。” “这项判决确认了知

识共享许可协议是互联网领域创作者管

理版权的有效方式”，知识共享组织

CEO兼理事长Lawrence Lessig认为“这

项判决提醒了在网络领域寻求作品的人

士应当注意作品上所适用的知识共享许

可协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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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准备好了要用CC协议发布你的作品，但是

不知道如何去做?作品的种类有很多，小说是文字作

品，照片、漫画是图片作品，还有音频作品、视频

作品等等。你可以选择在作品中包含你要采用的

CC协议的信息，比如，在小说的开头加一段关于版

权的说明，在视频片段里加上版权说明。

  不过，鉴于大多数采用CC协议的作品都是在互

联网上发布的，你也可以选择在发布作品的页面中

对作品的版权信息加以说明。这一期的文章就首先

介绍如何在网页上标注作品所采用的CC协议。

  在网页上标注采用的CC协议，通常需要包含几

个部分：一是表示CC协议的图标，二是表明网页内

容采用CC协议的一段简短的文字，三是到相应CC协

议的链接。

如何使用CC协议发布您的作品

  CC网站设计了一个程序，可以自动生成一段

HTML代码，显示如上图所示的内容。下面我们就向

大家介绍如何生成这段代码。

首 先 打 开 “ 知 识 共 享 中 国 大 陆 项 目 ” 的 网 站 

http://cn.creat ivecommons.org。点击菜单栏中的

“发布作品”按钮。

点击“发布作品”之后，打开了CC总部网站上的

“选择许可协议”页面。这个页面上有几个问题需

要你做出选择。

第一组的两个问题将决定你选择哪一种许可协

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本文以选择

“署名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为例。

  第一个问题是“允许对您的作品进行商业性使

用？”如果选择“不”，则选择的CC许可协议将包

括“非商业性使用”条款。第二个问题“允许对您

的作品进行修改吗？”有三个选择，如果选择“是

的，只要他人以相同方式共享”，则选择的CC许可

协议中将包括“相同方式共享”条款，如果选择

“不”，则选择的CC许可协议中将包括“禁止演

绎”条款。

文/辛省志

  第二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司法管辖区域。下

拉列表中列出了目前已经将CC协议本地化的50个司法

管辖区供选择，此外还有一个选项是“Unported”，

也就是没有经过本地化的版本。建议大家根据自己所

在的地区，选择相应的司法管辖区。比如笔者在中国

大陆，那么就在这里选择“中国大陆”。

  第三组问题是可选的，包括作品的格式、名

称、署名、原作品地址（如果你的作品是一个衍生作

品的话）等等。

  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之后，点击“选择一项许

可协议”按钮，程序将带你来到下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你首先可以选择CC提供的三个图

标中的一个，用于显示在网页上。选择完毕之后，复

制页面下方文本框中的内容，将其粘贴在要发布作品

的网页上，你所选择的CC协议的有关信息就可以在网

页上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熟悉HTML代码，还可以自己动手修改程

序生成的代码，使其文字表述更符合自己的风格，不

过协议名称和链接不要改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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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进行修改吗？”有三个选择，如果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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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协议发布已经有6年了。6年来，无数创作者将

他们的作品用CC协议发布，供人们使用。在互联网

上，随处可见使用CC协议授权的作品，包括文字、

图片、音频、视频等等。

如果你正在创作自己的作品，并希望能在其中使

用一些采用CC协议授权的已有作品，那么你首先需

要从数以亿计的CC作品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得益于

日益强大的搜索引擎，搜索CC作品的工作还不算特

别复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找到自己需要

的作品。

首 先 介 绍 CC网 站 的 搜 索 页 面 ， 它 的 网 址 是  

http://search.creat ivecommons.org， 页 面 显 示 如

下图所示。

搜索用CC协议发布的作品

这其实是集成了许多搜索引擎的搜索功能的页

面，目前集成了Google、Yahoo！、f l ick r、bl ip.tv、

OWL、SpinXpress六种搜索引擎。

页面最上部左边是搜索框，在这里输入搜索关键

词。右边是两个选项，分别是“搜索可以出于商业

目的使用的作品”和“搜索可以修改、改编或演绎

的作品”。通过这两个选项，可以更精确地指明想

要搜索的作品所采用的CC协议类别。选择“搜索可

以出于商业目的使用的作品”，则搜索结果的许可

协议将不包括“非商业性使用”条款；选择“搜索

可以修改、改编或演绎的作品”，则搜索结果的许

可协议将不包括“禁止演绎”条款。如果一个选项

都不选择，那么搜索结果可能是采用了任一CC协议

的作品。

搜索结果将显示在页面下部的框架中。点击框架

上的标签，则可以显示某一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

让我们赶紧开始吧。在搜索框中输入“花”，回

车或者点击右边的“Go”按钮。来看看搜索结果。

Google搜索出了340多万条结果，其中多数是采用

CC协议授权的博客。

文/辛省志

Flickr则在自己的数据库中搜出了3万多张用CC协

议授权的花的照片。

现在缩小搜索范围来试一下。选中搜索框右侧

“搜索可以出于商业目的使用的作品”，然后再次

用“花”作关键词进行搜索。

可以看到，Google的搜索结果缩小到了16多条，

flickr则只找到了不到8000张照片，看来采用CC协议

的作品中，允许进行商业性使用的只占了很少的一

部分。

搜索选项与CC协议的对应关系： 

在CC搜索中，有两个可选选项，对这两个选项的

选择可以有4种组合，每种组合对应着CC协议族中的

几种协议，下面的表格显示了这种对应关系。 (关于

不同的CC协议的内容，请参考本期“CC课堂”有关

文章。)

选项选择情况 对应的CC协议

都不选 BY\BY-NC-ND\BY-NC-SA\BY-NC\BY-ND\BY-SA

选择“搜索可以出于商业目的使用的作品” BY\BY-ND\BY-SA

选择“搜索可以修改、改编或演绎的作品” B Y \ B Y - N C - S A \ B Y -

NC\BY-SA

都选 BY\BY-SA

在上文中提到，CC的搜索页面其实是集成了各搜

索引擎的搜索结果，所以我们也可以到搜索引擎自

己的页面去搜索。比如，在Google的高级搜索中就有

CC的选项。进入Google首页，点击搜索框右侧的

“高级搜索”。

在Google高级搜索页面，我们可以看

到“使用权限”的选项，点击下拉列

表，出现5个选项，其中4个选项分别对

应着不同类别的CC协议。

在flickr的高级搜索中，也同样可以找到搜索CC授

权作品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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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 可 协 议 核 心 要 素 说 明

 署名：您允许他人对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及演绎

作品进行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但在这些过程中对方必

须保留您对原作品的署名。

例如：小红在她的摄影作品上使用了包含“署

名”条款的许可协议。小伟在网上找到她的摄影作

品并希望在他的网站的首页上进行展示。当小伟将

小红的图片放在他的网站上的时候，应当清楚地指

明小红是作者。

 非商业性使用：您允许他人对您享有著作权的作

品及演绎作品进行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

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但仅限于非

商业性目的。

例如：小红在自己的网站上以包含“非商业性使

用”条款的许可协议发表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小伟

打印了小红的这幅照片，但是如果没有小红的允

许，小伟不得出售这张打印的照片。

 禁止演绎：您允许他人对您的作品原封不动地进

行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

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但不得进行演绎创作。

例如: 小红在自己的一首歌曲上使用包含“禁止

演绎”条款的许可协议。小伟想截取小红歌曲的片

段混合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产生出全新的歌曲。如果

没有小红的允许，小伟不能这么做（除非他的这种

使用构成合理使用）。

 相同方式共享：只有在他人对演绎作品使用与您

的原作品相同的许可协议的情况下，您才允许他人

发行其演绎作品。

例如：小红的网上照片采用了包含“非商业性使

用”和“相同方式共享”条款的许可协议。小伟是

一位业余拼贴艺术家，他取用小红的照片并且将其

使用到他的一件拼贴作品之中。包含“相同方式共

享”条款的许可协议要求小伟在他的拼贴作品上，

使用与小红所选用的许可协议相同的协议，即包含

“非商业性使用”和“相同方式共享”条款的许可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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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C协议文本

通过对上述许可协议核心要素的不同组合，知识共享组织提供了六套含有不同条件的协

议，供公众自由选择。

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 (by-nc-nd)          

该项许可协议是CC协议中限制最为严格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人只要注明您的姓名并

与您建立链接，就可以下载并与他人共享您的作品，但是不能对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

者进行商业性使用。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by-nc-sa)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注明您的姓名，并在以您的作品为基础创作的新作品上适

用同一类型的许可协议，该他人就可基于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重新编排、节选或者以您的

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by-nc)                    

该项许可协议允许他人基于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重新编排、节选或者以您的作品为基

础进行创作。

署名-禁止演绎 (by-nd)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完整使用您的作品，不改变您的作品并保留您的署名，该

他人就可基于商业或者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进行再传播。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by-sa)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在其基于您的作品创作的新作品上注明您的姓名，并在新

作品上适用相同类型的许可协议，则该使用者就可基于商业或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重新编

排、节选或者以您的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

署名 (by)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在您的原著上注明您的姓名，该他人就可以基于商业目的

发行、重新编排、节选您的作品。该项许可协议是条件最为宽松的CC协议。 

CC+：

CC+是知识共享组织于2007年12月17日推出的新项目，是新增加的一类CC授权工具。简

单来说，CC+是一类帮助使用者以简便易行的方式获得CC协议授予的权利以外的权利的协

议。例如，适用于一件作品上的CC协议可能已经提供了非商业性适用的权利。使用CC+协议

能够增加一项链接，使用者能够通过该项链接获取超越非商业性使用权之外的权利——比较

明显的就是商业性使用权，额外权限或服务，如保修期，允许不署名使用等。CC+为企业提

供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处理分享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iki.creat ivecommons.org/Cc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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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 可 协 议 核 心 要 素 说 明

 署名：您允许他人对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及演绎

作品进行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但在这些过程中对方必

须保留您对原作品的署名。

例如：小红在她的摄影作品上使用了包含“署

名”条款的许可协议。小伟在网上找到她的摄影作

品并希望在他的网站的首页上进行展示。当小伟将

小红的图片放在他的网站上的时候，应当清楚地指

明小红是作者。

 非商业性使用：您允许他人对您享有著作权的作

品及演绎作品进行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

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但仅限于非

商业性目的。

例如：小红在自己的网站上以包含“非商业性使

用”条款的许可协议发表了自己的摄影作品。小伟

打印了小红的这幅照片，但是如果没有小红的允

许，小伟不得出售这张打印的照片。

 禁止演绎：您允许他人对您的作品原封不动地进

行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

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但不得进行演绎创作。

例如: 小红在自己的一首歌曲上使用包含“禁止

演绎”条款的许可协议。小伟想截取小红歌曲的片

段混合在自己的作品中而产生出全新的歌曲。如果

没有小红的允许，小伟不能这么做（除非他的这种

使用构成合理使用）。

 相同方式共享：只有在他人对演绎作品使用与您

的原作品相同的许可协议的情况下，您才允许他人

发行其演绎作品。

例如：小红的网上照片采用了包含“非商业性使

用”和“相同方式共享”条款的许可协议。小伟是

一位业余拼贴艺术家，他取用小红的照片并且将其

使用到他的一件拼贴作品之中。包含“相同方式共

享”条款的许可协议要求小伟在他的拼贴作品上，

使用与小红所选用的许可协议相同的协议，即包含

“非商业性使用”和“相同方式共享”条款的许可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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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C协议文本

通过对上述许可协议核心要素的不同组合，知识共享组织提供了六套含有不同条件的协

议，供公众自由选择。

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 (by-nc-nd)          

该项许可协议是CC协议中限制最为严格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人只要注明您的姓名并

与您建立链接，就可以下载并与他人共享您的作品，但是不能对作品做出任何形式的修改或

者进行商业性使用。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by-nc-sa)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注明您的姓名，并在以您的作品为基础创作的新作品上适

用同一类型的许可协议，该他人就可基于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重新编排、节选或者以您的

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by-nc)                    

该项许可协议允许他人基于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重新编排、节选或者以您的作品为基

础进行创作。

署名-禁止演绎 (by-nd)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完整使用您的作品，不改变您的作品并保留您的署名，该

他人就可基于商业或者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进行再传播。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by-sa)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在其基于您的作品创作的新作品上注明您的姓名，并在新

作品上适用相同类型的许可协议，则该使用者就可基于商业或非商业目的对您的作品重新编

排、节选或者以您的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

署名 (by)                                 

该项许可协议规定，只要他人在您的原著上注明您的姓名，该他人就可以基于商业目的

发行、重新编排、节选您的作品。该项许可协议是条件最为宽松的CC协议。 

CC+：

CC+是知识共享组织于2007年12月17日推出的新项目，是新增加的一类CC授权工具。简

单来说，CC+是一类帮助使用者以简便易行的方式获得CC协议授予的权利以外的权利的协

议。例如，适用于一件作品上的CC协议可能已经提供了非商业性适用的权利。使用CC+协议

能够增加一项链接，使用者能够通过该项链接获取超越非商业性使用权之外的权利——比较

明显的就是商业性使用权，额外权限或服务，如保修期，允许不署名使用等。CC+为企业提

供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处理分享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iki.creat ivecommons.org/Cc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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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引进

中国大陆引入Creat ive Commons (CC)协议（ 未

本地化版本）的活动始于2003年。

2003年1月，在CNBlog.org网站上出现了介绍CC的

文字。该网站开始采用CC协议并在博客群体中推广

该协议。2003年8月，致力于科学文献开放获取的中

文网站“奇迹文库”（www.qij i.cn）创始人季燕江

通过“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 期刊接触到了CC 协

议, 并开始与CC网站所提供的英文版许可协议建立了

链接，采用CC协议，同时在其网站上翻译了CC协议

中的普通文本（COMMON DEED）。

同年11月，CNBlog.org 与Creat ive Commons 国

际（iCommons）合作推出Creat ive Commons China 

项目，由CNBlog.org创始人毛向辉担任当时的项目负

责人。在这一阶段，当时的项目团队进行了1.0版CC 

协 议 的 翻 译 工 作 ，1.0 版CC协 议 草 案 将Creat ive 

Commons 翻译为“创作共用”。同时，尚未本地化

的CC协议版本（英文版本）在这一阶段为一批较早

接触该协议的博客所采用。 

二、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与中国大陆版CC协议

2004年春天，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网络与社

会中心网络法诊所计划创始人、CC总部法律顾问

Diane Cabel l的组织下，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张金飞

与卜元石完成了更新版CC协议（2.0版）的文字翻译

并根据中国相关的法律对中文版CC协议内容与表达

进行了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哈佛大

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王春燕应邀对该协议的翻译提供

了意见。

2004年9月，受Creat ive Commons 国际(当时称为

Internat ional Commons，简称iCommons；现改称为

Creat ive Commons Internat ional,简称CCi )的委托，

王春燕教授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首届MIT & CORE 开

放课件国际会议，并在该会议上介绍了中国著作权

制度及CC协议。

2005年1月，Creat ive Commons 国际（CCi）主任

Chris t ian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任命王春燕教

授担任Creat ive Commons China新的项目负责人。随

后，王春燕所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CCi正式

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人大法学院成为CC组织在

中国大陆的合作机构。鉴于CC国际合作项目是以司

法管辖区而不是以国家为基础设立的，CC本地项目

的官方名称由原先的Creat ive Commons China 正式

变更为Creat 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 （知识共

享中国大陆项目，也称为CC中国大陆项目）。CC中

国大陆项目负责CC协议的翻译与本地化，以及与本

地化协议相关的各项推广工作。

自2005年4月，CC中国大陆项目负责人王春燕教授

主持了2.0 版 CC协议的翻译与本地化工作，该项工

作以由张金飞与卜元石完成的CC 2.0 版本中文草案

为蓝本开始进行。时任项目助理的郑毅和辛省志对

这项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研究生陈洁和曹静等也给予了协助。

在2005年12月-2006年2月，2.0 版本CC协议草案

开放网络公众讨论，网友们通过知识共享中国大陆

项目的GOOGLE论坛对协议名称、非商业使用条款的

适用、URL等用语的翻译等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同时，2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CC 协议

草案专家讨论会，数十位来自北京市各级法院主审

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知识产权学者、律师、学生

等参加了该讨论会。陈锦川、刘勇、张今、高思、

赵晓力、李旭、金勇军、张勇凡、刘晓春等专家学

者对CC协议中涉及的一些概念和制度如“合理使

用”，以及一些用语和措辞的完善提出了重要的意

见和建议。最终的CC 协议文本（2.5 版本）吸收了

许多网络公众讨论和专家讨论会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准确、充分地表达CC的开放性理念，同时更

有利于在中国大陆推广、普及CC协议，经征询国内

外 众 多 人 士 如 MIT王 瑾 教 授 的 意 见 ， Creat ive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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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s 的正式中文译名确定为“知识共享”。 

三、中国大陆版CC协议正式发布

2006年3月29日，经CCi批准的中国大陆版2.5版

CC系列许可协议在北京正式发布。

在李宁公司的资助下，CC中国大陆项目组织了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主办的中国大陆版CC系列协

议发布会。来自各个领域的创作者、CC用户与来自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版权局、文化部、信息产业

部、中国开放教育协会以及各高校、律师事务所、

研究机构、新闻单位等机构的人士一道庆祝此次发

布会。来自CC 总部、CC 国际以及哈佛大学、MIT 、

互联网档案馆等相关机构的人士也前来参加该发布

会。 CC创始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

西格 （Lawrence Lessig）先生在发布会上作了题为

“CC 协议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时任

CCi 主任的Christ ian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女

士在发布会上介绍了CC国际及其所开展的国际合作

项目在各司法管辖区的发展。有关CC 发布会的消息

通过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法院报等中国重要的

媒体传递给了公众。

自发布之日起，中国大陆版CC协议免费向公众开

放使用。

CC中国大陆项目官方网站

（cn.creat ivecommons.org）同时正式上线。 

四、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建立与项目团队的发展 

中国大陆版CC协议正式发布以后，CC中国大陆项

目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5月，知识

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成立。MIT的王瑾

教授任顾问委员会主席，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来

自境内外各个领域的代表。顾问委员会在项目的发

展计划、资金筹集等问题上提供顾问意见。顾问委

员会自成立以来给予了项目重要的支持。

与此同时，项目团队也得到了发展，由2006年4月

之前的3名成员发展为2008年初的由10名成员组成的

团队。 

五、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推广与发展

自中国大陆版CC协议正式发布以后，知识共享中

国大陆项目在推进本地化版CC协议的认知与使用方

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为了向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地域推广中国大陆版

CC协议，CC 中国大陆项目展开了一系列的推广活

动。这些推广活动包括CC 沙龙、CC 生日会、CC学

术研讨会、CC摄影大赛等（详细内容可从CC中国大

陆项目官方网站cn.creat ivecommons.org获得）。在

项目推广工作中，我们与许多机构比如搜狐网、谋

智网络、中国开放教育协会、中国教育在线、新摄

影网，打工青年艺术团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在推

广过程中，项目团队同时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众

多志愿者，尤其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徐悲

鸿艺术学院的志愿者的支持。 

除了各种推广活动，CC中国大陆项目还通过参与

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会

议，向各个领域的听众介绍CC协议，解答疑问，扩

大CC 的社会影响。 自2004年秋天以来，CC 中国大

陆项目负责人应邀在有关开放教育、科学数据共

享、新媒体艺术、创意产业、国际音乐论坛、中文

网志年会等会议上介绍中国的著作权保护与CC 协议

等话题。 

自2007年夏天开始，CC中国大陆项目获得了福特

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保证了CC中

国大陆项目得以持续发展，并为上述各种推广活动

的举行提供了可能。 

两年来的推广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社会各界

对CC协议的认知以及CC中国大陆版许可协议的使用

人群均有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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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引进

中国大陆引入Creat ive Commons (CC)协议（ 未

本地化版本）的活动始于2003年。

2003年1月，在CNBlog.org网站上出现了介绍CC的

文字。该网站开始采用CC协议并在博客群体中推广

该协议。2003年8月，致力于科学文献开放获取的中

文网站“奇迹文库”（www.qij i.cn）创始人季燕江

通过“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 期刊接触到了CC 协

议, 并开始与CC网站所提供的英文版许可协议建立了

链接，采用CC协议，同时在其网站上翻译了CC协议

中的普通文本（COMMON DEED）。

同年11月，CNBlog.org 与Creat ive Commons 国

际（iCommons）合作推出Creat ive Commons China 

项目，由CNBlog.org创始人毛向辉担任当时的项目负

责人。在这一阶段，当时的项目团队进行了1.0版CC 

协 议 的 翻 译 工 作 ，1.0 版CC协 议 草 案 将Creat ive 

Commons 翻译为“创作共用”。同时，尚未本地化

的CC协议版本（英文版本）在这一阶段为一批较早

接触该协议的博客所采用。 

二、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与中国大陆版CC协议

2004年春天，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网络与社

会中心网络法诊所计划创始人、CC总部法律顾问

Diane Cabel l的组织下，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张金飞

与卜元石完成了更新版CC协议（2.0版）的文字翻译

并根据中国相关的法律对中文版CC协议内容与表达

进行了调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哈佛大

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王春燕应邀对该协议的翻译提供

了意见。

2004年9月，受Creat ive Commons 国际(当时称为

Internat ional Commons，简称iCommons；现改称为

Creat ive Commons Internat ional,简称CCi )的委托，

王春燕教授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首届MIT & CORE 开

放课件国际会议，并在该会议上介绍了中国著作权

制度及CC协议。

2005年1月，Creat ive Commons 国际（CCi）主任

Chris t ian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任命王春燕教

授担任Creat ive Commons China新的项目负责人。随

后，王春燕所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CCi正式

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人大法学院成为CC组织在

中国大陆的合作机构。鉴于CC国际合作项目是以司

法管辖区而不是以国家为基础设立的，CC本地项目

的官方名称由原先的Creat ive Commons China 正式

变更为Creat 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 （知识共

享中国大陆项目，也称为CC中国大陆项目）。CC中

国大陆项目负责CC协议的翻译与本地化，以及与本

地化协议相关的各项推广工作。

自2005年4月，CC中国大陆项目负责人王春燕教授

主持了2.0 版 CC协议的翻译与本地化工作，该项工

作以由张金飞与卜元石完成的CC 2.0 版本中文草案

为蓝本开始进行。时任项目助理的郑毅和辛省志对

这项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研究生陈洁和曹静等也给予了协助。

在2005年12月-2006年2月，2.0 版本CC协议草案

开放网络公众讨论，网友们通过知识共享中国大陆

项目的GOOGLE论坛对协议名称、非商业使用条款的

适用、URL等用语的翻译等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同时，2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了CC 协议

草案专家讨论会，数十位来自北京市各级法院主审

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知识产权学者、律师、学生

等参加了该讨论会。陈锦川、刘勇、张今、高思、

赵晓力、李旭、金勇军、张勇凡、刘晓春等专家学

者对CC协议中涉及的一些概念和制度如“合理使

用”，以及一些用语和措辞的完善提出了重要的意

见和建议。最终的CC 协议文本（2.5 版本）吸收了

许多网络公众讨论和专家讨论会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准确、充分地表达CC的开放性理念，同时更

有利于在中国大陆推广、普及CC协议，经征询国内

外 众 多 人 士 如 MIT王 瑾 教 授 的 意 见 ， Creat ive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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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s 的正式中文译名确定为“知识共享”。 

三、中国大陆版CC协议正式发布

2006年3月29日，经CCi批准的中国大陆版2.5版

CC系列许可协议在北京正式发布。

在李宁公司的资助下，CC中国大陆项目组织了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主办的中国大陆版CC系列协

议发布会。来自各个领域的创作者、CC用户与来自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版权局、文化部、信息产业

部、中国开放教育协会以及各高校、律师事务所、

研究机构、新闻单位等机构的人士一道庆祝此次发

布会。来自CC 总部、CC 国际以及哈佛大学、MIT 、

互联网档案馆等相关机构的人士也前来参加该发布

会。 CC创始人、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

西格 （Lawrence Lessig）先生在发布会上作了题为

“CC 协议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时任

CCi 主任的Christ ian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女

士在发布会上介绍了CC国际及其所开展的国际合作

项目在各司法管辖区的发展。有关CC 发布会的消息

通过新华社、中国日报、人民法院报等中国重要的

媒体传递给了公众。

自发布之日起，中国大陆版CC协议免费向公众开

放使用。

CC中国大陆项目官方网站

（cn.creat ivecommons.org）同时正式上线。 

四、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建立与项目团队的发展 

中国大陆版CC协议正式发布以后，CC中国大陆项

目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进展。2006年5月，知识

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成立。MIT的王瑾

教授任顾问委员会主席，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来

自境内外各个领域的代表。顾问委员会在项目的发

展计划、资金筹集等问题上提供顾问意见。顾问委

员会自成立以来给予了项目重要的支持。

与此同时，项目团队也得到了发展，由2006年4月

之前的3名成员发展为2008年初的由10名成员组成的

团队。 

五、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推广与发展

自中国大陆版CC协议正式发布以后，知识共享中

国大陆项目在推进本地化版CC协议的认知与使用方

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为了向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地域推广中国大陆版

CC协议，CC 中国大陆项目展开了一系列的推广活

动。这些推广活动包括CC 沙龙、CC 生日会、CC学

术研讨会、CC摄影大赛等（详细内容可从CC中国大

陆项目官方网站cn.creat ivecommons.org获得）。在

项目推广工作中，我们与许多机构比如搜狐网、谋

智网络、中国开放教育协会、中国教育在线、新摄

影网，打工青年艺术团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在推

广过程中，项目团队同时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众

多志愿者，尤其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徐悲

鸿艺术学院的志愿者的支持。 

除了各种推广活动，CC中国大陆项目还通过参与

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会

议，向各个领域的听众介绍CC协议，解答疑问，扩

大CC 的社会影响。 自2004年秋天以来，CC 中国大

陆项目负责人应邀在有关开放教育、科学数据共

享、新媒体艺术、创意产业、国际音乐论坛、中文

网志年会等会议上介绍中国的著作权保护与CC 协议

等话题。 

自2007年夏天开始，CC中国大陆项目获得了福特

基金会的慷慨资助。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保证了CC中

国大陆项目得以持续发展，并为上述各种推广活动

的举行提供了可能。 

两年来的推广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社会各界

对CC协议的认知以及CC中国大陆版许可协议的使用

人群均有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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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组织（Creative Commons，简称

CC）是一家2001年成立于美国的公益性组

织。该组织向文学创作者、艺术家、作曲家

以及其他创作者免费提供一系列工具，包括

知 识 共 享 许 可 协 议 （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简称CC协议）、软件，帮助他们标

识自己的作品的权利状态以及其所赋予使用

者的使用的自由。

CC协议将著作权利用的模式从传统的“所

有权利保留”的模式，发展为灵活的“部分

权利保留”模式。

知识共享组织致力于在著作权法领域默认

的限制性规则日益严苛的今天，构建一个合

理、灵活的著作权体系，倡导、鼓励对知识

创造成果合法地分享与演绎。

第一版CC协议（即CC1.0版协议）发布于

2002年12月16日，最新版本的CC协议发布于

2007年，即CC3.0版协议。

CC协议是全球知识共享运动的标志。为推

动CC协议能够在全世界各个司法管辖区适

用，知识共享组织发展起一个子项目——知

识共享国际合作组织（Creative Commons 

International，简称CCi）。该项目在各个

司法管辖区各成员项目的帮助下，推动CC协

议在各司法管辖区的本地化工作。

各个司法管辖区项目负责人由CCi任命，

负责组织进行CC协议本地化及推广等工作。

CCi并在各司法管辖区有相关的项目合作机构

作为项目开展的工作依托。

截止2008年4月，已经有45个司法管辖区正

式引入了本地化的CC协议。

背景介绍

知识共享组织
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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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Creat 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是知识共享

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官方项目，该项目负责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以及推广中国大

陆版CC协议。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于2005年初开始对未本地化的2.5版CC协议进行翻

译、本地化。中国大陆版知识共享协议于2006年3月29日在北京正式发布。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由来自法律、艺术和技术领域的志愿者组成项目团

队，并由艺术家、学者、法官、政府官员等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提供支持。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的项目依托机构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

Creat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China Mainland

国际顾问委员会

Hal Abelson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知识共享组织理事会理事。

Stewart Cheifet 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 www.archive.org）主任，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主要用户。

William Fisher 哈佛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专任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主任。

王  瑾 （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王逢旦 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主席。

王晓明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方兴东 博客网（原名博客中国）董事长。

许  超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

刘春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殿求 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CORE）高级顾问兼执行主任（CEO）。

张晓星 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伟仁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小波　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著名摄影评论家。

曹　斐　著名新媒体艺术家。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蒋志培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CCQ56

社区CC

CCQ

知识共享组织（Creative Commons，简称

CC）是一家2001年成立于美国的公益性组

织。该组织向文学创作者、艺术家、作曲家

以及其他创作者免费提供一系列工具，包括

知 识 共 享 许 可 协 议 （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简称CC协议）、软件，帮助他们标

识自己的作品的权利状态以及其所赋予使用

者的使用的自由。

CC协议将著作权利用的模式从传统的“所

有权利保留”的模式，发展为灵活的“部分

权利保留”模式。

知识共享组织致力于在著作权法领域默认

的限制性规则日益严苛的今天，构建一个合

理、灵活的著作权体系，倡导、鼓励对知识

创造成果合法地分享与演绎。

第一版CC协议（即CC1.0版协议）发布于

2002年12月16日，最新版本的CC协议发布于

2007年，即CC3.0版协议。

CC协议是全球知识共享运动的标志。为推

动CC协议能够在全世界各个司法管辖区适

用，知识共享组织发展起一个子项目——知

识共享国际合作组织（Creative Commons 

International，简称CCi）。该项目在各个

司法管辖区各成员项目的帮助下，推动CC协

议在各司法管辖区的本地化工作。

各个司法管辖区项目负责人由CCi任命，

负责组织进行CC协议本地化及推广等工作。

CCi并在各司法管辖区有相关的项目合作机构

作为项目开展的工作依托。

截止2008年4月，已经有45个司法管辖区正

式引入了本地化的CC协议。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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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Creat 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是知识共享

组织在中国大陆的官方项目，该项目负责CC协议的本地化工作以及推广中国大

陆版CC协议。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于2005年初开始对未本地化的2.5版CC协议进行翻

译、本地化。中国大陆版知识共享协议于2006年3月29日在北京正式发布。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由来自法律、艺术和技术领域的志愿者组成项目团

队，并由艺术家、学者、法官、政府官员等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提供支持。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的项目依托机构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

Creative Commons China Mainland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
China Mainland

国际顾问委员会

Hal Abelson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知识共享组织理事会理事。

Stewart Cheifet 互联网档案馆 (Internet Archive www.archive.org）主任，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主要用户。

William Fisher 哈佛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专任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主任。

王  瑾 （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王逢旦 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主席。

王晓明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方兴东 博客网（原名博客中国）董事长。

许  超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

刘春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殿求 中国开放式教育资源共享协会（CORE）高级顾问兼执行主任（CEO）。

张晓星 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

张伟仁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小波　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著名摄影评论家。

曹　斐　著名新媒体艺术家。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蒋志培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CCQ58

社区CC

CCQ

CC项目组成员，2005年5月加入，负责法律事务。

现供职于中国投资公司。 

郑毅

王春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讲授知

识产权法、著作权法、公平交易法等

课程。

与CC结缘始于2004年春天，2005年初

开始担任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负责

人，负责主持CC系列许可协议的翻

译、本地化、正式发布以及推广等工

作。

李旭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

清华大学网络行为研究所副

所长，专事网络法研究，

Code、Code2.0、Future of 

I d e a s 和 P r o m i s e s  t o  

Keep的中文译者。

 

"让知识便捷地传播，

合法地共享。"

辛省志 

新华社《环球》杂志编

辑，2006年加入

CC中国大陆项目，主要

负责CC中国大陆项目网站

的建设和管理等与网络

技术有关的工作。

希望CC的理念在中国得到更多人

的赞同，希望CC协议在

中国有更多人使用。

朱捍东

职业艺术家，专注于摄影、影像

装置、网络互动等新媒体当代艺

术创作。

2007年6月份加入知识共享中国

大陆项目，现担任项目经理，主

要负责项目推广活动策划、统筹

组织工作。

知识共享中国大陆项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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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Q

Zafka(张安定)

Zafka，青年志(China Youthology)市场研

究咨询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战略

官。在创立青年志之前，Zafka曾任中国第

一家3D虚拟世界平台企业HiPiHi研究团队的

高级经理，<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资深编

辑 。 Zafka还 是 数 字 空 间 文 化 研 究 者 ， 在

《城市中国》和《21世纪经济报》撰写专

栏。Zafka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声音艺术家和实验音乐家。

Zafka加入CC不久，目前负责CC在音乐社区的推广和媒体关系。

张非 

项目发展经理

媒体顾问 

施松 

项目成员

绿网项目经理

舒建伟 

项目助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徐建萍

2006年 加 入 知 识

共 享 中 国 大 陆 项

目 ， 目 前 负 责 项

目 中 有 关 艺 术 推

广 及 展 览 筹 办 诸

等 事 项 ， 曾 任 职

于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事业及行政单位，现为脉象艺术工

作室（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廊

（沪）主管，致力于艺术策展及艺

术衍生品之开发与推广。

The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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