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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角

谢作诗

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所谓公
共物品，不一定是大家用的物品，
也不一定是政府提供的物品。公共
物品最关键的特征是一个人用不影
响他人使用，即不具有竞争性。另
外，公共物品排他成本比较高。但
排他成本高不等于不具有排他性、
没有产权。

知识产权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
话题，学界一直有反对法律强制保
护知识产权的声音。

知识是发现的，不是发明的，
因而不用保护。可是，天然钻石也
是发现的，你发现后，是不是也有
我的份？是的，钻石你拥有，我就
不能拥有，而知识你拥有，不影响
我也拥有。但是，这不是不进行产
权保护的理由。灯塔，你用不影响
我用，你家的花园，你欣赏不影响
欣赏，但得先有灯塔、花园，才可
能共同使用。我们要保护大家建灯

塔、花园的积极性。
的确，专利制度有可能遏制创

新。你说，如果没有专利保护，瓦
特的蒸汽机发明出来后，在其基础
上的改进会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可
是我说，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许
蒸汽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问世，改
进会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又从何说
起。你可以举专利特许遏制创新的
例子，我可以举专利特许鼓励创新
的例子，能够证明不应该保护吗？
恐怕只能说明保护要适度。

的确，最核心的技术，人们会
选择用保密的方式保守，只会拿非
核心的技术申请专利。例如，飞机
发动机最核心的技术就是通过保密
的方式保守的。假如你想拆开来模
仿，那么它就会自动损坏。但是，
还有一些技术很难用保密的方式保
守。例如，新药的投入巨大，可是
易于模仿。现实复杂，恐怕知识产
权保护不能只考虑前一种情况，也
要考虑后一种情况。

专利公开内容，这有其积极的
一面。即便投入不巨大，但收益巨
大，因此，如果没有专利保护，那
么人们就会保守秘密，这对社会是

巨大损失。早在 17 世纪初，英国
的钱伯伦家族便已发明出了产钳，
但一直被发明医生保密起来，直到
18 世 纪 中 叶 ， 产 钳 才 被 广 泛 应
用。如果有专利保护，何至于要保
守秘密 100 多年？何至于因此而死
那么多的婴儿和产妇？

我不否认有法律强制保护之外
的种种保护手段。牛顿定律是有保
护的，如果我把牛顿定律说成谢作
诗定律，人们就会鄙视我。发明了
欧式几何，在今天就能当院士，在
古代至少也会获得人们的尊敬。这
是收益，收益权是产权。学术上要
求引注，这也是知识产权保护，但
不需要法律的强制保护。甚至，没
有保护可能也不影响创新。例如，
新品菜的产权就没有法律的强制保
护，可是创新层出不穷。然而，这
都不能成为反对法律强制保护知识
产权的理由。

法律的强制保护主要是给予那
些道德等其他方式不足以惩戒模仿
盗用的知识创新。具体来讲，哪些
应该用法律强制保护，又该以哪种
法律形式强制保护，世界复杂，没
有办法事先给出答案，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实际上，法律也不是一
成不变的。也许，有的知识今天需
要法律提供强制保护，明天就不需
要了。今天不需要法律强制保护
的，未来有可能又需要。

法律保护的是创造知识的努
力，而不是知识本身。产权表面针
对的是物，其实针对的是人。法律
保护有形的财产，根本上也是为了
保护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如果
不保护财产，丝毫也不减少人们创
造财富的积极性，那么即便对于有
形的财产，也无需有财产权。

严格来讲，没有自己保护产权
之说。产权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契约
约定。道德、法律都是社会惩戒，
区别只在于强制程度不同。完全由
自己提供保护，那是狮子做的事。
狮子会保护食物，他们凭借的是武
力，而不是像人类的法律、道德、
风俗等社会契约，那里没有产权。

如果说专利制度有副作用，那
也只应该涉及哪些知识适用于专利
保护，以及保护期应该多久，而不
应该彻底否定专利制度。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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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和传闻

华南虎多单独生活，不成群，常
在夜间活动，其与人类之间的“短兵
相遇”，有一般性和特殊性等情况。

一般性指个别偶遇，据 1986 年
6 月《余姚文史资料·二》里的“晋建
兴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余姚县灾情
纪略”载：明代正德六年（1511 年）
六月和万历十五年（1587 年）春，分
别有一只老虎，在白天大摇大摆地
进入余姚城，似有“彩章耀朝日，牙
爪雄武臣”的气势。前者被民众围捕
射杀，后者渡过护城河，从水门进
城，但后来如何，并未说明。

又如 1955 年初夏，余姚临山镇
发现一只老虎，被解放军驻临山的
郑体宁、严海宝等官兵打死，经鉴
定，老虎是雄性，重 154 公斤，虎龄
四十岁左右。那年的《解放军报》《浙
江日报》均对“临山打虎”作过报道。

传说也较多，仅举三例。余姚河
姆渡镇罗江村有传闻，十九世纪九
十年代冬的一个白天，一只老虎窜
到罗江，发现虎情后，村民鸣锣呼
喊，老幼妇孺避之，壮汉勇士拿着猎

枪刀具，合力围剿，
老 虎 闻 之 出 逃 ，误

入罗家祠堂北面不
远处低洼烂田，陷入

泥沼，不能自拔，终被打
死。又据大岚镇蜻蜒岗村

民回忆，大约在 1966 年夏天，一
日晚饭后，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到村
边大树下捉虫子，被躲在树后路旁
的老虎拖咬，待大人发现，呼喊村民
一起营救，晚了一步，老虎逃走了，
在附近只找到了小孩的残躯。

■虎患频发

华南虎与人类遭遇的特殊性，
一般称为虎患。历史上山区半山区
人口增长快，居民点增多，烧荒种粮
面积慢慢扩大，造成华南虎领地被
蚕食、生存空间被压缩；一只、数只，
甚至十几只华南虎，出于生存需要，
在一定范围内，对于若干村庄内外
的人，进行持续反复的攻击和掠食，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旧余姚县志有五次虎患的简约
记载。明代万历四年（1576 年）和万
历二十九年（1601 年），余姚发生两
次虎患，虎多噬人，没写具体地点范
围事由；清代康熙廿六年（1687 年）
和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南山出
现了两次大的虎患。这“南山”指当
时余姚县的南部山区，即现在的大
岚、梁弄、鹿亭等乡镇，兰江、梨洲两
街道山区片；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凤亭、双雁等乡发生虎患，指的
就是今天的兰江街道、梨洲街道等
山区半山区。

虎患也有传说。记得曾与笔者
母亲共事过的长辈徐金甫讲起：“我
小时候听爷爷讲，祖先原住南山杜
徐岙，旧属慈溪县（今属陆埠镇），为
了躲避康熙十九年（1680 年）的孔
岙翁岙杜徐岙一带虎患，迁移到罗
江徐家（今属河姆渡镇芦山寺村），
前后不到三百年，我是移民的第十
一代了。”

这些史记和传说，说明虎患的
严重性。“四明山地高低林，猛虎白
日绕村行”“居人虑虎至，荆棘挂墙
壁”，可以说是那时候虎患的真实写
照。每次虎患，华南虎向民众攻击，
最后还是被当时当地民间和政府组
织的打虎队所战胜。

■邓公打虎

余姚梨洲街道冠佩村有一座邓
公庙，原叫土谷神庙。清康熙十五年

（1676 年），有一位生活在茭湖台地
的邓姓山民，一天上午经茭湖岭下
山，去余姚城卖柴，傍晚返回岭脚下
冠佩村，天色已晚，便夜宿土谷神
庙。第二天天亮，他手拿冲杠（毛竹
做的，可挑东西），上系着城里买来
的叫花子鸡，腰别斧头，单身翻越行
人稀少的茭湖岭。

当登攀至“山重水复疑无路”的
半岭古道转弯处，与老虎迎面相遇，
老虎见到叫花子鸡就扑过来了，他
紧握冲杠，用冲杠尖头，顺势直刺虎
喉，老虎负伤倒地。他又用斧头劈
之，直至其断气。于是再带着它，回
到土谷神庙。冠佩村民闻讯赶来，询
问声、赞美声不绝于耳，没想到邓公

倒地而亡。估计邓公与老虎搏斗中
已受重伤，又拖着数百斤重的老虎，
返回岭下，精疲力竭、血流不止。后
人神化了故事，将庙改称“邓公庙”，
其事迹刻在庙碑上，以此纪念。邓公
打虎的故事，是一部经典的悲喜剧。

■消失灭绝

华南虎何时在余姚消失，官方
无记录，民间传闻更少，有的也说不
清道不明。

据生于 1961 年的四明山镇寺
前村村民王振华回忆，在 1970 年前
后的春节，他去今天的奉化、余姚和
海曙三地交界处海曙一侧的直岙村
舅舅家做客，听他的舅舅讲，他家南
边的奶部山，山高谷深林密，与宁波
林场商量岗林区相连，那年春节前
的一天，上山务农，远远见到过华南
虎，跟随他的两条家狗，也浑身发
抖，不敢出声。

据专家介绍，华南虎，喜独居，
有领地意识，一般来说单个活动范
围有数十平方公里。因此，华南虎在
余姚的灭绝，也可以说是在 1970 年
左右。这个结果，某种程度上是当地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
宁波市域或者浙东地区历史变迁的
一个缩影。

■“虎痕”依旧

华南虎在余姚的历史踪迹，在
地名中留下了痕迹。

如四明山镇，有“老虎洞、青虎
湾岗、虎头汖”等，其中青虎湾岗，海
拔高度 979 米，是余姚市、宁波市的
最高峰，据《余姚市地名志》记载：

“相传清时此地，时有老虎出没，故
名”；梁弄镇有“老虎潭、虎洞岗”；在
大岚镇也有“老虎山、伏虎山（升仙
山）”等。

在上世纪的少儿教育中，也有
老虎的影子。小时候，每当小孩哭
闹，或者大人认为其不听话，惯用

“老虎来了”吓唬。在乡土文化中，仍
可见“虎的精神”。长辈给孩子取名，
有的含有“虎”“寅”字，希望小孩未
来成为生活的强者，生产的能手等。

在本地语言中，也能见到老虎
的形象。褒义的有“跟勒老虎吃肉，
跟勒黄狗吃屙”，意为交友要交有本
事的人；中性的有“虎口拔牙”“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等；贬义的有

“笑面虎”等。
历史上的华南虎，居于食物链

的顶端，翻山渡水，威风凛凛，古代
文人有过“虎跃山势雄”“虎越万重
山”的美誉，也给予“兽中之王”的美
称。今天的华南虎，已成为中国的十
大濒危动物之一、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被列入红色物种名录极度濒危范
围，其结局悲惨，值得深思。虽然人类
打败了华南虎，“多赢共享”“敬畏生
命”“敬畏自然”等理念，对如今企业
间、城市间、区域间竞争不无启发。

华南虎是中国特有的虎亚种，又称中国虎。今天的余姚市域，历史上曾是华南虎的家园

之一。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出土的动物遗骨上万件，经鉴定，其中就有华

南虎遗骨。

探寻余姚的“老虎史”
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华南虎标本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华南虎标本，，这也是浙江最后一只被打死的华南虎这也是浙江最后一只被打死的华南虎。。

▲余姚梨洲街道冠佩村的邓公庙。
◀庙碑上所刻的是邓公打虎事迹。（图片为作者提供）

桂晓燕

现在正是农历六月，也就是老
宁波所说的“神仙难赚六月钿”的
季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六月
天气酷热，又有一个“双抢”，是
农民一年中最辛苦的日子，连神仙
也望而生畏，不想赚这样的辛苦铜
钿。

双抢双抢，顾名思义是要抢时
间的。一是抢收，就是割稻；二是
抢种，就是插秧。大家知道，我们
宁波所处的宁绍平原，是传统的水
稻产区，气候温暖，水稻一年两
熟。相应地，要在盛夏酷暑的十几
天时间内，争分夺秒完成繁重的抢
收抢种任务，也是压力山大。每年
7 月 20 日前后，就要开镰割稻；最
晚在立秋这天一定要插完秧，好

“关秧门”。说来也真神奇，如果延
迟一天，产量就会打折扣。老话说
得好：“生意人靠和气，种田人靠
节气。”“把节把节，把牢节气。”
实践证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
的结晶，是中国人指导农事的独特
的传家宝。

双抢的辛苦，一是劳动时间
长。旧时的作息时间大致是这样
的 ： 凌 晨 3 时 起 床 ， 晚 上 8 时 收
工，中饭后有一段时间休息；二是
天气热。头上是火盆似的太阳，脚
下是热气蒸腾的稀泥，时不时还有
吸血的蚂蟥，叮住你的小腿不放；
三是劳动强度大。无论是割稻还是
插秧，都要弓背弯腰，十分吃力。
为了速度快，几乎是头也不抬，腰
也不直，手也一刻不停。只要参加
过双抢的人，没有一个不对腰酸背
痛的感觉记忆深刻。

双抢期间，下田干活的年轻人
固然辛苦，就是年迈的老人，也没
有闲着。宁波老话是介讲：“廿年
媳妇廿年婆，再过廿年做太婆。”
意思是说，一个女子辛苦了一辈
子，等到升级为太婆，就成了家里
的老祖宗，可以享福了，不需要再
辛辛苦苦干活。当然太公也一样。
然而每逢双抢大忙时节，太婆太公
也要出来帮忙。他们洗衣烧饭，到
田头送饭，在晒场上晒谷⋯⋯这就
叫做“六月呒太婆”。

宁 波 人 将 种 田 叫 做 “ 摸 六
株”。因为无论是插秧还是割稻，
或者是耘田，都是六株一行。摸

“ 六 株 ” 也 成 了 农 民 的 一 个 代 名
词。据奉化民间传说，“摸六株”
一词，来源于在奉化岳林寺出家的
大名鼎鼎的“布袋和尚”。布袋和
尚号长汀子，是五代时后梁的高
僧，世传为弥勒佛的化身。相传有
一年种田时节，家家户户都在田里
拔秧插秧。布袋和尚觉得乡人们的
种田方法不太对头，插的秧稀的
稀，密的密，歪的歪，斜的斜，不
但看起来很不舒服，而且以后耘田
和割稻都会非常别扭，收成也必然
受到影响。怎么办呢？还是贫僧来
点化他们吧。于是他“扑通”一声
跳进水田里，亲自插起秧来。只见
他不慌不忙，手起秧落，眼前渐渐
展现出一埭绿油油的秧苗：每行六
株，间距恰当，横平竖直，整整齐
齐。乡人们看得又惊又喜，一面赞
叹，一面争相效仿。一天下来，插
秧技术个个大有进步。布袋和尚心
里 欢 喜 ， 随 口 吟 出 一 首 《插 秧
歌》：“手把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
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 （道），
退后原来是向前。”这首歌看似平
白浅显，实则富含哲理，饱蕴禅
机。

现在的孩子们，普遍对农业生
产缺乏了解，对体力劳动的辛苦和
意义也没有体会。他们能熟练背诵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
句，但仅仅是停留在语文课本上，
缺乏感性认识。为了给孩子们补上
这一课，今年春天，江北区佛教协
会和位于江北的宝庆讲寺，联合组
织了一次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插秧的
活动。种的田就在宝庆讲寺内，参
加的主要是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和小
学一年级学生，共 50 多人，连陪
同的家长共有近百人。孩子们第一
次看到稻田，第一次看到秧苗，更
是第一次在家长的示范下亲手插
秧，个个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他
们一面动手干，一面动口问，在实
践中得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
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农业生
产已逐步走上机械化道路。过去那
种面向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劳作方
式，正被收割机、插秧机等各种农
业机械陆续取代。然而，不管社会
进步多么巨大，世界永远是劳动

（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创造
的，尊重并热爱劳动，是人生一个
永恒的主题。

神仙难赚六月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