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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视域下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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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是中医药行业的宝贵财富袁名老中医

人遥作为传授者而言袁名老中医丰富的经验是在大量

经验对中医临床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临床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的遥 一些名老中医对医疗行

正因如此袁国家先后多次开展不同形式的名老中医

为进入市场后参与市场竞争和对经验知识应有价值

经验继承工作袁如开展名老中医带徒尧成立名医传承

的体现存有顾虑袁而对其传承的知识有所保留曰或者

工作室袁整理名医医案尧医话袁研究名医经验袁挖掘名医

慑于信息社会的发达和市场对知识的滥用而不得不

秘方尧经验方袁出版名医专著等袁并取得了较好成绩咱员暂遥

秘而不传遥 若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或这种制度保障

虽然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医药的法律地位袁 为中医药事

不健全的情况下袁 要求名老中医将临床经验毫无保

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据 袁但是从国家所开

留地传授给继承者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咱源暂遥 正如美

识产权问题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遥 而当前名老中

烂泥的瘪三袁 他的每一个行为袁 除了私利袁 另无目

医经验的医疗和商业价值正逐渐显现袁 我国中医药管

的遥 冶咱缘暂因此袁若要减少名老中医的野私藏冶行为袁必须

咱圆暂

展的这些工作中不难发现袁 名老中医经验继承中的知

理部门和立法部门应当予以考量遥

一尧名老中医经验的界定
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尧临床水平最高
的群体袁是将中医理论尧前人经验与当今临床实践相
结合的典范袁是中医药知识的重要载体 咱猿暂遥 基于此袁

国的汉密尔顿所说院野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

完善名老中医权益保障制度遥
渊二冤继承者

名老中医传承模式主要有野师徒结对冶尧野继承班冶
与野工作室团队冶等三种模式 咱远暂袁无论采用哪种模式
开展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工作袁 继承者都是学生或者
是徒弟遥 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学生或徒弟似乎一

名老中医经验是指在继承中医传统理论和前人经验

直处于被动地位袁学习名老中医的经验遥 但是袁中医

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实践所积累的有关方药和诊

学的发展已经不再满足单纯性继承前人经验袁 而要

疗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遥

求在继承中创新遥因此袁学生或徒弟在学习名老中医

二尧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的利益主体
渊一冤传授者
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的传授者当属名老中医本

经验后往往会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蕴涵自身智慧的知
识遥此时袁如何平衡名老中医与其学生或徒弟的利益
显得甚是重要遥
渊三冤名老中医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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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所在单 位是指名老中医本职工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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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阻碍名老中医经验的传承遥

位袁而非多点执业状况下的其他执业单位遥有观点认

渊二冤专利制度

为袁在讨论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知识产权问题时应

专利一直为社会所重视袁名老中医也不例外遥虽

抛弃 野从业 者所 在单 位 冶的 概 念 而 使 用 野从 业 者执

然名老中医经验的实践性较强袁 具有极高的临床应

业单 位 冶袁因 为 叶卫 生 部关 于 医 师 多 点 执 业 有 关问

用价值袁不过要将经验转化为专利袁获得专利授权并

题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通知曳冤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袁

非易事遥在我国袁一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要想

医 生 执 业单 位 与 所 在 单 位 并 不 一定 完 全 一 致 袁由

获得专利授权就必须同时具备新颖性尧 创造性和实

此带来的知识产权归属判定将更加复杂袁 从业者

用性遥就名老中医经验的新颖性而言袁关键是看在其

的任何一个执业单位都有可能成为相关知识产权

专利申请日前有无相同的现有技术存在遥一般而言袁

遥这种观点有待斟酌遥名老中医经验是

如名老中医经验仍处于保密状态袁 没有以任何形式

在长期临床教学尧科研实践中形成的袁而国家卫生部

公开过袁也即前文所讲的野私藏冶袁那么这些经验无疑

于 圆园园怨 年才发布叶通知曳允许医师多点执业遥 可见袁

是具备新颖性的遥但是袁名老中医经验难以符合实用

名老中医经验是在利用原单位所提供的条件的基础

性的要求遥所谓实用性袁是指一项发明创造能够在产

上形成的袁与多点执业的单位关系不大袁且实践中

业上制造或使用袁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遥 所谓野在

野许多医生都在观望大医院对此的态度冶 袁 申请多

产业上制造或使用冶 是指发明或实用新型能够通过

少遥 因此袁在讨论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时宜用名老中

就野辩证施治冶尧野因人而异冶等个性化原则袁名老中医

的权利主体

咱苑暂

咱愿暂

点执业的医师并不多袁申请多点执业的名老中医更
医所在单位袁而非名老中医执业单位遥

三尧当前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名老中医经验的困境
渊一冤商业秘密制度

产业中的标准化模式被稳定地再现咱怨暂猿园远遥中医治病将
经验同样需要就每一个患者个体差异具体运用袁其
要野通过产业中的标准化模式被稳定再现冶是非常困
难的遥
渊三冤著作权制度
上文已分析袁 名老中医经验中隐性知识可以利

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袁能为权利

用商业秘密制度保护袁 而显性知识则因为已进入公

人带来经济利益尧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护

共领域袁无秘密可言袁但是这部分知识可以利用我国

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遥 因此袁若要构成商业

著作权制度实施保护袁 其方式就是将名老中医经验

秘密袁则必须具有秘密性尧经济性和实用性的特点袁

汇集整理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袁以获得我国叶著作

并采取了保密措施遥 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袁名老中

权法曳的保护袁如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名老中医通

医经验既包括显性知识如医案著作袁 也包括隐性

过出版著作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遥然而袁在名

知识如临床辩证思维模式遥 其中显性知识不可能

老中医经验传承中袁仍然存在传统的野口传心授冶方

利用商业秘密制度实施保护袁 因为诸如医案著作

式遥这种传承方式的弊端大体上有两点院一是不利于

等已 处于 公开 状态 袁为 公 众 知 晓 袁无 秘 密 可言 曰如

名老中医经验的传承袁因为野口传心授冶对名老中医

临床辩证思维模式等隐性知识同样未必一定就可

自身和学生或徒弟的要求都很高袁 任何一方出现问

以利用商业秘密进行保护遥 虽然名老中医经验中

题都有可能阻碍名老中医经验的传承袁 导致知识灭

隐性知识可以做到不为公众所知悉袁 具有确定的

失曰二是野口传心授冶方式无助于利用著作权制度进

可应用性袁 能为名老中医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

行保护袁 该方式的每一次操作就等于名老中医创作

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袁 但是往往名老中医及其

了一个口头作品袁虽然我国叶著作权法曳保护口头作

所在单位并未制订完善的保密措施遥 在此情形下袁

品袁 但完全没有被固定的口头作品在我国实际上也

他人一旦获取名老中医经验中的隐性知识并加以

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咱怨暂远苑遥

利用袁 司法机关也很难认定他人具有侵犯名老中
医商业秘密的行为遥 同时袁名老中医经验中隐性知

四尧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

识所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

虽然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制度都能为名老中医经

势也有必要通过完善的机制赋予名老中医袁 以促

验提供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袁 但是名老中医经

使其将自己的经验完整地传授给继承者遥 因此袁如

验传承具有特殊性袁 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不能为

果没有完善的保密措施和激励机制袁 出于对自身

其提供比较完善的保护遥因此袁现阶段在难以突破现

利益的考量袁名老中医有可能野私藏冶隐性知识袁从

有的知识产权框架对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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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单独立法的情况下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保障名

将经验完全传授给继承者袁减少野私藏冶行为曰另一方

老中医的合法权益遥

面由于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包括野传冶和野承冶两方面袁

渊一冤加强宣传袁增强名老中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在激励名老中医传承经验的同时袁 还应当鼓励继承

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出现野私藏冶现象的原因之

者努力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遥 而名老中医所

一就是知识产权意识薄弱遥 部分名老中医不是积极

在单位作为传承中的管理方与依托方袁 如符合条件

地将自己的临床经验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

也应获得一定的奖励以提高其管理的积极性袁 为名

形式袁而是仍坚持传统观念袁认为只要让自己的临床

老中医经验传承提供便利遥

经验处于秘密状态袁他人就无法获知袁这样就能维护

渊四冤构建名老中医经验保护名录

自己的权益遥 其实袁现代知识产权理论认为袁知识只

圆园园怨 年叶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

有公开运用并及时转化为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形

展的若干意见曳指出袁研究制订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式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遥名老中医经验同样也只有

名录袁 逐步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遥 但

得到有效传承才能体现其内在价值袁从而使自身的合

是袁 国家至今为止尚未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

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遥 因此袁为减少名老中医的野私

录袁 在此情形下名老中医经验作为中医药传统知识

藏冶行为袁有必要采取诸如院内海报栏尧知识产权培训

的一部分可以先行制订保护名录以评估实施效果袁

班等形式对名老中医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宣传袁破

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的制订奠定基础遥同时袁

除名老中医的传统观念袁增强其知识产权意识遥

制订名老中医经验保护名录有助于将部分名老中医

渊二冤完善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商业秘密保护制

野口传心授冶的经验予以固化袁明确各自的贡献袁为名
老中医经验商业利用而获得的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提

度
根据司法实践袁权利人只要采取了以下措施袁即

供依据遥当然袁名老中医保护名录若要发挥更大的作

可认为采取了保密措施院制定保密规章制度曰加强文

用袁还可以与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公募基金相结合袁如

件的管理或对商业秘密的特殊领域采取了警戒措

将名老中医经验保护名录商业利用而获得的收益作

施曰限制知悉商业秘密人的范围曰与知悉商业秘密的

为公募基金组成部分以此共同构建促进名老中医经

相关人员及允许合法使用商业秘密的相对人提出保

验传承的激励机制遥

密要求或签订保密协议曰其他防止泄露的具有针对

五尧结

性的保密措施 咱员园暂遥 因此袁完善的名老中医经验商业

语

秘密保护制度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院首先袁名老中医

在知识经济时代袁为减少名老中医的野私藏冶行

所在单位应当建立关于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的保密制

为袁促进名老中医经验有效继承袁相关部门在进行制

度袁安排特定场所储存不适合公开的资料并配备相

度设计时应当考虑名老中医经验的商业价值和临床

应的保密设备曰其次袁名老中医所在单位尧名老中医

价值袁同时兼顾继承者与名老中医所在单位的利益袁

应当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者签订三方保密协议袁明

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或激励机制遥 唯有如

确各方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袁并规定违反该保密

此才能使名老中医经验得以有效传承袁 从而促进中

协议应当承担的责任遥

医临床水平的提高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遥

渊三冤建立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公募基金
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中除了注重以商业秘密的
形式保护名老中医合法权益外袁还应当建立相应的
激励机制以减少名老中医的野私藏冶行为袁鼓励名老
中医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继承者遥 而由
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主导建立全国性的名老中医经
验传承公募基金似乎是一种较好的选择遥 该基金原
始公募资金应当由国家财政划拨袁后续资金可在该
基金管理机构组建后由进行募捐的财产尧接受社会
各界捐赠的财产尧利息尧国家拨款以及名老中医经验
商业利用收益等组成袁主要用于资助在名老中医经
验传承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名老中医尧继承者以及名
老中医所在单位遥 这样袁一方面可以激励名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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