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邓思涵 

 

2020 年综艺节目《青春有你 2》中练习生林小宅的“美少女战

士变身”舞蹈（以下简称涉案舞蹈）被指抄袭编舞师 Rabbit Lan的

原创编舞，最终林小宅工作室及涉案舞蹈的编舞老师发布道歉声明

以平息风波。2022 年 5 月，浙江电视台少儿频道视频号发布的舞蹈

视频《双香径》被指涉嫌抄袭舞剧《只此青绿》。《只此青绿》的编

导周莉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经历被抄袭

了，而对于这种状况，已经习惯了，这也让他们觉得特别无奈。《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的制定目的是为

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

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本文选取了几

个舞蹈作品著作权维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分析，旨在梳理司

法实践对舞蹈作品的保护方式。也希望可以对舞蹈作品权利人维权

有所启发，并提供些许帮助。 

一、何为舞蹈作品 

舞蹈作品是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列举的作品类型，构成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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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首先需要符合《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一般规定，即具有独创

性并能够以有形形式复制。《著作权法》》将作品划分为多种不同类

型，不同作品类型体现独创性的角度并不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六项对于舞蹈作品体现独创性表达的具

体方式进行了规定，即舞蹈作品是指通过连续的动作、姿势、表情

等表现思想情感的作品。 

实践中，不同法院对舞蹈作品保护客体的范围有着不同观点。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上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六项中的“等”包括的内容

应当限于与已经明确例举的“动作”“姿态”“表情”性质相同或者

相似的方面，应当是对舞者肢体语言的设计。舞者妆容、背景灯光、

舞美、服装、音乐等元素不应纳入舞蹈作品保护的范围1。但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则认为舞台背景，舞蹈编排、舞蹈服装及道具，连续

的舞蹈动作在灯光、舞美、服装、音乐等元素的配合下，整体呈现

出的艺术效果具有较高独创性，能够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均属于

舞蹈作品的保护范围2。 

二、权属认定 

对舞蹈作品的权属认定是舞蹈作品著作权维权中的第一步，其

著作权可以由谁享有？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的认定，

                                                
1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2022）京 73 民终 2161 号判决。 
2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苏民终 99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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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种情况：第一，舞蹈作品的著作权由编导享有；第二，舞蹈

作品的著作权由双方约定；第三，舞蹈作品的著作权由法人享有。 

（一）舞蹈作品的著作权由编导享有 

2020 年《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在作品上署名的

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自然人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3。对于舞蹈作品

而言，舞蹈编导负责设计、编排舞蹈动作，通常情况下，编导是该

舞蹈作品的著作权人。在杨波、李佳雯与淮阴师范学院等著作权侵

权案4中，江苏高院在 2020年 12月 30日作出的判决中认定，涉案舞

蹈作品《碇步桥水清悠悠》标注编导为李佳雯、杨波，在无相反证

据的情况下，李佳雯、杨波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即便涉案《碇

步桥水清悠悠》作品属于职务作品，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也应由李佳

雯、杨波享有。 

（二）舞蹈作品的著作权由双方约定 

对于委托作品，2020年《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规定：“受委托创

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

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在实践中，

                                                
3 2020 年《著作权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了职务作品的作者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非法人

组织享有的例外情形，因舞蹈作品不属于该例外情形，因此在此不进一步对职务作品的例外情形进行讨论。 
4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20）苏民终 99 号判决。 



 

4 / 13 

也有单位与员工通过约定，明确作品的著作权权属。在重庆歌舞团

与梅林中学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5中，涉案舞剧《杜甫》的编

导韩某、周某某与重庆歌舞团签订了《导演聘用合同》，约定重庆歌

舞团对涉案舞剧《杜甫》享有除署名权外的全部著作权。因此一审

朝阳法院认定重庆歌舞团有权就梅林中学侵害该舞剧的表演权提前

诉讼，但对于重庆歌舞团针对侵害署名权行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予

支持。 

（三）法人作品 

2020年《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法人或者非法人

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

人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视为作者。”在孟繁影

与中国舞蹈家协会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6中，朝阳法院从《中国舞蹈

考级》教材（以下简称涉案教材）的产生背景、创作目的、编创过

程、使用用途、涉案教材中具体舞蹈的编排修改及取舍排序等方面

进行论述，最终认定涉案教材及其中的具体舞蹈作品属于法人作品，

涉案教材及其具体舞蹈作品的著作权应归属于中国舞蹈家协会，详

述如下： 

首先，涉案教材的创作完全是基于舞蹈等级考试的背景，由中

国舞蹈家协会取得文化部颁发的舞蹈等级考试资质而立项编创。涉

                                                
5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第（2021）京 73 民终 1626 号判决。 
6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17）京 0105 民初 17055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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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教材及具体舞蹈作品的编创均是中国舞蹈家协会提供人力、物力、

财力而组织、主持并实施的。其次，无论是具体舞蹈作品内容的编

排修改，还是涉案教材对于舞蹈作品的取舍排序，都是由中国舞蹈

家协会最终决定，包括孟繁影在内的相关编委均不能以其自主意识

决定其参与编创的舞蹈作品是否选用及最终表现形式。最后，虽然

涉案教材标注了编委名称，但结合该教材的名称、署名、介绍、使

用场合等因素，该教材的使用是以舞蹈家协会舞蹈等级考试培训教

材的名义所实施，如果涉案教材或者教材中的具体舞蹈作品涉及任

何法律纠纷，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中国舞蹈家协会而并非具体编委成

员。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舞蹈作品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组

织编创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该作品的创作完成以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认可为前提，即便其中有自然人参与了舞蹈作品的编

排创作，但该舞蹈作品体现的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意志，且该作

品以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义使用，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法律责

任的，应当认定该舞蹈作品为法人作品。此时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视为作者，享有该作品的包括署名权在内的全部著作人身权及著作

权财产权。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及裁判规则，建议用人单位在进行作品的著

作权登记时，将用人单位登记为作者。并保留立项及舞蹈作品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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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决定、决议、会议纪要等文件；保留对该项目投入资金或

其他物质技术条件的证据以及使用、实施该舞蹈作品的方式、责任

承担主体等证据，以证明该舞蹈作品为法人作品，由用人单位享有

全部著作权。 

在作品不符合法人作品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建议用人单位与编

导、音乐的作词、作曲等工作人员签订协议，约定除署名权外的其

他著作权由用人单位享有。 

三、侵权比对 

著作权侵权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接触”的认

定，一般仅以具有接触可能性为要件。对于在后作品创作完成前已

经发表的作品，法院一般直接推定在后作品作者具有接触在先发表

作品的可能性，因此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关键在于判断作品

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舞蹈作品能够纳入侵权比对的具体内容是

什么，这与本文第一点“何为舞蹈作品”中谈到的舞蹈作品保护的

客体范围息息相关。 

（一）单人的单一舞蹈动作 

在杨丽萍公司与云海肴公司等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7

中，被诉侵权行为并非对舞蹈《月光》（以下简称涉案舞蹈）整体的

使用，而是单独使用了其中的六个单人舞蹈动作，并且这六个舞蹈

                                                
7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第（2022）京 73 民终 2161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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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在涉案舞蹈中并非连续串联的关系，而是处于涉案舞蹈不同部

分的六个独立的单独动作。云海肴公司也不是将六个舞蹈动作串联

成具有连续衔接关系的装饰图案使用，而是在涉案餐厅不同位置分

别使用。本案的侵权对比显然只需要对比云海肴公司使用的六个单

人舞蹈动作是否与涉案舞蹈中的动作构成实质性相似。而在此之前，

则需要判断六个单人舞蹈动作分别是否可以作为舞蹈作品获得保

护。该案一审法院石景山法院与二审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该问

题的认定上出现了分歧。石景山法院认为涉案舞蹈中的六个单人舞

蹈动作具有独创性，构成舞蹈作品。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舞

蹈作品的保护客体排除了“妆容”“灯光”“音效”等内容，仅限于

舞蹈“动作”“姿态”“表情”等方面的独创性设计。杨丽萍呈现的

单独舞蹈动作，虽然结合灯光、服饰，其自身身体曲线，呈现出极

具美感的艺术效果，但是从舞蹈作品保护客体的角度分析，单人的

单一舞蹈动作，并不足以达到舞蹈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不能作为舞

蹈作品获得保护。此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理由是：“人类在舞蹈创

作中，所能够设计出的单人动作是有限的，作为舞蹈创作的最基本

元素，单人动作也不应被任何人垄断，排除他人使用。不应有哪个

身体动作是其他舞者及社会公众需要经过许可才可以作出或者使用

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在对舞蹈作品进行定义时，明确规定了通过

“连续”的动作、姿态、表情等表现思想感情，其中“连续”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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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实际上体现了对舞蹈作品独创性来源的要求，即舞蹈作品的独创

性应当是基于动作、姿态、表情等的连续变化而产生。需要说明的

是，这里特指的是单人舞蹈动作，如果多人共同排列出某一动作姿

态，该动作姿态本身即具有连续性，可能具有独创性而获得保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据此认定云海肴公司等不构成侵害涉案舞蹈的著

作权。  

但是云海肴公司等主要经营的即为云南特色菜肴，其整体经营

装饰和菜品种类的云南地域特色明显，在经营场所突出位置使用的

装饰图案，与杨丽萍涉案舞蹈中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云南少数民族特

色的典型表演形象高度近似，容易使消费者误以为杨丽萍公司与云

海肴公司具有许可使用或者建立了广告代言等关系，构成不正当竞

争。 

以上案例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给出了另一种保护路径。

在单人的单一舞蹈动作不具有独创性，不能作为舞蹈作品获得保护

的情况下，建议证明该单一舞蹈动作在中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辨识

度，成为可以标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商业标识，并具有一定影响，

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权益，主张侵权方构成不正当竞争。 

（二）音乐、服装、舞美、灯光、演员造型、舞蹈动作 

未经许可使用某一舞蹈作品中单一舞蹈动作的情况较少，更多

情况下是对整只舞蹈、舞剧进行模仿、复制及传播。音乐、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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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美、灯光都可以与舞蹈动作结合表达特定的主题和思想情感，形

成独创性表达。在茅迪芳与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8

中，海淀法院对涉案舞蹈《吉祥天女》与被诉侵权作品《千手观音》

音乐、服装、舞美、灯光、演员造型、舞蹈动作均进行了对比，并

根据对比结果判断两个作品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四、合理使用 

在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且不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

用，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著作权法》

规定了十二项具体的合理使用情形及一个兜底条款。《保护文学和艺

术作品伯尔尼公约》规定了“三步检验法”，即合理使用只能在必要

情况下使用；合理使用不得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得损害著

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美国版权法》也没有使用列举的方法对合理使

用进行规定，而也是概括式总结了四项考量原则：第一，使用作品

的目的；第二，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作品独创性的高低；第

三，被使用内容的数量及质量，以及占全部作品的比例。第四，对

被使用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不仅会依

据《著作权法》的具体规定，也会依据前述“三步检验法”及“四

项原则”判断被诉侵权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在重庆歌舞团与梅林中学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9中，重庆

                                                
8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2006）海民初字第**号判决书。 
9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第（2021）京 73 民终 1626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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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团享有舞剧《杜甫》（以下简称涉案舞蹈作品）除署名权外的其

他著作权。梅林中学在参加香港站演出、深圳站演出、海外桃李杯

大赛、欧洲大奖赛时表演了涉案舞蹈作品，其辩称该使用行为符合

合理使用中“免费表演”10和“课堂教学”11的情形。对此，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认为，就合理使用的主体而言，为课堂教学进行合理使

用限为“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本案演出面向的组织者及观

众等已远超出教学人员的范畴；“课堂教学”限制的权项也不包括被

诉侵权行为指向的表演权；就使用方式而言，应为“少量”使用，

梅林中学完整表演了涉案舞蹈作品，因此不构成“课堂教学”的合

理使用。 

“免费表演”合理使用规定既不能向公众收取费用，也不能向

表演者支付报酬。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侵权行为中均未向公众

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即使满足前述条件，从实质性

利益角度考量，依据海外桃李杯大赛的邀请函及欧洲大奖赛报名章

程，结合梅林中学提供的艺术特色自主招生方案、舞蹈专业招生简

章可见，梅林中学通过被诉侵权行为，获得了荣誉、声誉、演出机

会及对应的艺术特长生自主招生优势，取得了实质性利益。该被诉

侵权行为与重庆歌舞团作为著作权人对涉案舞蹈作品的使用在同一

                                                
10

  2020 年《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九项：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

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11 2020 年《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改编、汇编、播放或者

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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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构成了竞争关系，妨碍、排除了重庆歌舞团使用或授权许可他

人使用涉案舞蹈作品参与比赛评选的机会，攫取了重庆歌舞团通过

使用和许可使用的途径取得奖金等物质利益及奖项、声誉、巡演机

会等无形利益的权利，客观上影响了涉案舞蹈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

值，影响了重庆歌舞团对涉案舞蹈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合理地损害

了重庆歌舞团就涉案舞蹈作品享有的合法权利。因此梅林中学不构

成合理使用。 

从上述案例可知，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不能机械地适用《著

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点还是要判断被使用作品的数量、

质量、独创性以及是否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是否损害了著

作权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五、结论与建议 

（一）舞蹈作品著作权维权的第一步是确认权属 

为避免因权属问题导致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建议用人

单位在进行作品的著作权登记时，将用人单位登记为作者。并保留

立项及舞蹈作品编排过程中的决定、决议、会议纪要等文件；保留

对该项目投入资金或其他物质技术条件的证据以及使用、实施该舞

蹈作品的方式、责任承担主体等证据，以证明该舞蹈作品为法人作

品，由用人单位享有全部著作权。在编导、音乐的作词、作曲等工

作人员要求保留署名权的情况下，建议用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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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除署名权外的其他著作权由用人单位享有。 

（二）在进行侵权比对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避免选择画面的片段进行对比，因为此种方式不能体现作品

的思想情感表达，而要尽量使用完整的舞蹈结构与舞蹈画面进行对

比。 

2. 不要改变舞蹈作品的动作节凑和顺序，因为此举事实上改变

了对比样本的内容。 

3. 剔除属于公有领域的部分。比如有些舞蹈作品中包含了我国

传统舞蹈动作，在比对时应当将此剔除，因为公有领域中的表达比

应当被当事人所独占。 

（三）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 

无论是进行合规审查，还是进行著作权侵权抗辩，都需要考量

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构成合理使用首先要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

作品名称。根据前述“三步检验法”及“四项原则”判断被使用作

品的数量、质量、独创性以及是否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使

用行为是否损害了著作权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除从《著作权法》角度考虑外，也可以考虑从《反不正当竞争

法》对舞蹈作品进行保护。建议著作权人或利害关系人注意留存、

收集该作品知名度及影响力的证据以证明该作品与演出单位已经建



 

13 / 13 

立了稳定的联系，可以起到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具有商业

价值，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