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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对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的完善＊

杨　立　新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则，是在《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４条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的，

具有充分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理论依据，对于保护自然人的人身权益具有重要价值。构成该种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须具备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侵害的客体是具有人格意义或者身份意义的特定物，损害后果是造成受

害人的严重精神损害。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具体数额，应当由法官依据实际情况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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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
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

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条文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１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１８ＪＪＤ８２０００１）
［作者简介］杨立新（１９５２—），男，山东蓬莱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0.05.015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２０年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①第４
条关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
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
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
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完善，
形成的侵权责任法律规范。对《民法典》规定的这一
精神损害赔偿新规则究竟应当怎样理解，与精神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有何区别，在司法实践
中应当如何适用，都特别值得研究。笔者通过本文，
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确定侵害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与价值

　　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是１９８６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１２０条确立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该条第１款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里所
说的“赔偿损失”，虽然在文字的字面上并未说明这
就是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实际上，这里的赔偿损失
就是指的精神损害赔偿［１］，并且在３０多年的司法实
践中一直是这样使用的。尽管在２００９年《侵权责任
法》通过时，立法机关宣布该法第２２条为第一次提
到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２］，不过，那只是直接将“精
神损害赔偿”的概念第一次诉诸法律的明确表述，实
际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在《民法通则》第１２０条确
立的。

在《民法通则》实施后，第１２０条规定的精神损
害赔偿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扩展到了侵害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中。主要是经
过《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实际操作，逐步实行
了死亡补偿费和残疾补偿费的制度，用于保护生命
权和健康权，在对受害人因人身损害的赔偿中增加
精神损害赔偿。对此，贾国宇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受害人贾国宇在就餐
时，因卡式炉爆炸造成永久性的面部严重损伤，法院
判决给予１０万元人民币的残疾赔偿金，标志着精神
损害赔偿在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中开始适用［３］［４］。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
适用，一般认为应当限制在侵害人格权的领域，即侵
害精神性人格权的精神利益损害的救济，以及侵害
物质性人格权的精神痛苦损害的抚慰。在侵害财产

权的领域，不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已经
成为当时的一个法律适用规则。

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起草精神损害赔偿司法
解释时遇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侵害自然人具
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会给被侵权人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如果囿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能
适用于侵害人格权领域的观念，对具有人格象征意
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所有人因该物受到侵害而造成
的严重精神损害，就会无法予以救济。

这是有一个实际案例作为认识基础的。在

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之前，有一户唐山居民将自己幼年
的孩子放在郊区的亲属家里。地震发生时，这孩子
父母的一张二寸结婚照片交给孩子，留作对其父母
的永久纪念。孩子把这幅照片珍藏起来。在千禧年
之际，这个孩子把这幅照片交给照相馆，要用电脑放
像技术制作一幅大照片，结果照相馆将该照片丢失，
给孩子造成了永久性的精神创伤，故向法院起诉，请
求照相馆对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受理了这个
案件［５］。

正是由于这个案件的启示，以及其他类似案例
的积累，并且加上《日本民法典》第７１０条关于“侵害
他人的身体、自由或名誉的情形，或者侵害他人财产
权的情形，依前条的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的人，还须
赔偿财产以外的损害”［６］１７４的立法例参考，认识到对
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完全排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的适用，是不适当的；对某些侵害财产权的侵权行为
进行适当的精神损害赔偿，可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
的人身权益；对某些财产权的损害采用精神损害赔
偿方式进行救济，实际上还是保护受害人的人格利
益［７］。这是因为，在交往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
际，对某物赋予了人格利益的蕴涵，使其具有了人格
象征意义，成为特定纪念物品。当这样具有人格象
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到侵害后，其中包含的人
格利益因素就会受到损害，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在
上述案例中，丢失父母珍贵照片的侵害财产权行为，
造成照片本身的损害是财产损害，但是，蕴涵在照片
之中的人格利益因照片的灭失而造成的永久性人格
利益损害，远远超过了财产损害的本身价值。对于
这样的财产损害，责令侵权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显
然是必要的。

在讨论受到损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具有
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究竟应当怎样界定，

２１１

① 以下对该司法解释简称为“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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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讨论了两种物。
一种是定情物。恋爱中的恋人赠送的定情物，

例如手帕，物本身的价值不高，但是，其中蕴涵的人
格利益因素却十分明显、十分重要。当侵权行为侵
害了这个手帕的所有权造成损害时，受害人受到的
精神损害显然十分严重，远远超过手帕作为物的财
产价值。这是因为，恋人在交往中赋予了这个定情
物以人格象征意义，成为特定纪念物品，因而使其具
有了精神上的价值即人格利益。对于这种损害，受
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予以支持的。

另一种是宠物狗。侵权行为造成他人的宠物狗
死亡，例如汽车轧死宠物狗，由于人与宠物狗之间的
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宠物狗的身上寄托了权利人的
很多感情，造成狗的死亡，狗的主人必定遭受精神上
的损害。不过，对此能够认为造成宠物狗的损害就
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吗？宠物狗具有人格象征意
义吗？似乎不能，因为宠物狗还是缺乏一种人与人
之间在交往中赋予其特定纪念物品的性质，并赋予
其人格利益因素。没有这种人际关系产生的人格利
益因素的物，不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
品，因而不符合这样的要求，造成其损害也不能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相反，如果是男朋友送给女朋友的
宠物狗，将其作为感情的寄托和象征，是不是这个宠
物狗就具有了人格象征意义而成为特定纪念物品？
回答似乎是肯定的。

正是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精神损害
赔偿司法解释时，就规定了第４条，确立侵害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责任的规则，受到广泛的好评。笔者在对该司法解
释进行释评时，将这一规定称为该司法解释在对人
身权进行司法保护方面的六大突破之一，具有重大
意义［８］。２００６年，笔者到欧洲访问，在介绍这一司
法解释的规定时，受到德国、荷兰同行的赞扬。

应当说，在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中作出这样的规定，是非常大胆的，也是非
常有远见的。在当时的立法环境下，《民法通则》只
规定了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
四种精神性人格权，也没有规定对其他人格利益应
当进行司法保护。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规定对财产
损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例也不多见。我
国司法解释作出这样的规定，并且还规定了保护一
般人格权等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是难能可贵
的，将该司法解释赞誉为我国对人身权民法保护的
第二个里程碑［８］，真的并不夸张。

二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对侵害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特定纪念物品

精神损害赔偿的检讨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立法机关起草制定了
《侵权责任法》。在起草《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对
怎样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否应当规定侵害具
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
存在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精神
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
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从司法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不仅有司法实践基础，而且有充
分的民法理论支撑，应当写进《侵权责任法》中，作为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也有人不同意这样做，
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并不采用这一制度，只有
日本等极少数国家的民事立法对此才有规定。在立
法的主流方面，对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
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态度，最终，《侵权责
任法》第２２条对此没有规定。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曾经有一种意见，就是最
高人民法院应当清理过往有关侵权责任的司法解
释，凡是与《侵权责任法》规定不一致的，都应当予以
废止。其中内容之一，就是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第４条规定的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
品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
定不一致，甚至是有冲突，应当予以废止。其理由
是，特定纪念物品即使具有纪念意义，但也毕竟是
物，对物的损害怎么能适用保护人身权益的精神损
害赔偿呢？

专家学者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
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与《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
定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规则是一致的。理由是：

首先，《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救济的是人身权益损害。该条规定：“侵害他
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
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可见，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的
就是人身权益受到侵害所造成的严重精神损害。只
要是人身权益，即人格权、身份权和人格利益、身份
利益受到侵害，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就可以请求精
神损害赔偿。

其次，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尽管直接受到侵害的是该纪念物品的所有权，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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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权益，但是，该纪念物品并非一般的物，而是具
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由于具有人格象
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具有人格象征意义，在该物
受到侵害而毁损、灭失后，其中包含的人格象征意义
即人格利益就随之消灭，因而造成受害人的严重精
神损害。可见，这种由于物的损害而受到损害的人
格利益，包含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人身
权益”之中。既然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
品受到侵害，其中包含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而造成
严重精神损害，就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
神损害赔偿的救济范围之中。

最后，《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侵害他人
人身权益”，既包括直接侵害，也包括间接侵害。对
此，该法第２２条在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并
未限制间接造成侵害他人人身权益后果的情形。那
么，实施侵权行为直接造成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损
害后果当然就在其中，但是，实施侵权行为侵害了非
人身权益，使该非人身权益中包含的人身权益受到
损害，即间接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益，同样也是侵
害人身权益，应当包括在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范围
之内。

正因为如此，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关
于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可以请求
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并不违反《侵权责任法》第２
条规定，不仅内容不相冲突，而且是一致的。

司法实践的典型案例也确认，精神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的这一规定是正确的。

浙江省金华市的一位叶先生，家里有一幅古画，
画的是叶家祖宗的画像。画像中的人物不仅是他一
家的祖宗，而且是周围三十几户叶姓人家的共同祖
先。每逢过年，叶先生就把这幅祖宗画像挂在客厅，
三十几户叶姓子孙都来拜谒。该画像需要重新装
裱，叶先生找一个装裱店老板，双方商定了装裱的价
款和时间。装裱店老板接活之后，第二天与老板娘
出去旅游，丈母娘在家看家，在打扫卫生时收拾一堆
破烂东西，一起卖给收废品的，就把人家的祖宗画像
也当成破烂给卖了。老板旅游回来没看到这个画
像，等约定的取画时间到了，叶先生去取画，老板才
想起这事，让叶先生再等等。老板找不到这个祖宗
画像，在知道岳母把它当作废品给卖掉后，已经无法
挽回，便找叶先生商量。叶先生十分气愤，向法院起
诉，请求判令装裱店赔偿精神损害１０万元。法院确
认叶先生的诉讼请求成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精神
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判决赔偿精神损害

１０万元。
这个案件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既符合情理，也

符合法理。这源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这一规定
的正确性。一幅几十家人的祖宗画像，寄托了几十
户人家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就这样被当作破烂
卖给收废品的，给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
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没有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
这一规定，这一案件中的受害人就得不到这样的精
神损害赔偿。正因为如此，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精神
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是正确的，与《侵权责
任法》第２２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一致的，
应当予以充分肯定，是不应当将其废止的。

三　《民法典》规定的侵害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精神
损害赔偿的规则与适用

　　（一）《民法典》规定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精神损害赔偿的重要价值

《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借鉴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经验，规定了侵害自然人具
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规则，即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
神损害赔偿”。该条款是在该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将
其进一步升华，使之成为《民法典》的规范，具有重要
价值和意义。

第一，《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确认侵害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保护的就是包含在具
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中的人身利益。在对一般的物
的权利保护中，对物造成损害，肯定不得请求精神损
害赔偿，因为精神损害赔偿不是救济物权等财产权
损害的责任方式。《民法典》强调“侵害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突出的就是要保护该特定物中的人身
意义。因此，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损害予以
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的不是物的财产价值的损害，而
是其中蕴涵的人身意义的利益损害。《民法典》第

１１８３条在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之后，规
定了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
确认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的规定是正确
的，肯定的是我国自己积累的司法实践经验，规定的
是具有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的人身权益保护制度。

第二，《民法典》将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的精神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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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９６条规定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则一道，构
成了我国保护人身权益精神损害赔偿的完整体系。
首先，《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１款规定的是精神损害
赔偿的一般规则，凡是侵害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
损害的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次，第

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
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后，
第９９６条规定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格权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的，在请求违约责任时可以请求精神损害
赔偿。这样三种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从三个不
同角度，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保护自然人的
人身权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能够救济三种情况下
造成的自然人人身权益的损害，全面地保护自然人
的人身权益。

第三，《民法典》构建起完整的保护人身权益的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配之以人身损害赔偿、侵害
人身权益的财产损害赔偿，以及财产损害赔偿制
度①，构成了完善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保护
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救济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维
护正常的民事秩序，将充分发挥完整的、完善的侵权
损害赔偿法律职能，成为保护自然人民事权利的法
律利器。

（二）《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与精神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区别

将《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与精神损害
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相比较，尽管规定的都是
侵害物的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规则的具体内容还是
存在较大区别的。

１．侵害对象的区别
在《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和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文字中，最突出的区别，就是
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的区别。《民法典》第１１８３
条第２款规定的侵权行为客体是“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侵权
行为客体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特定物”与“特定纪念物品”这两个概念显然是
有区别的。特定物的概念与种类物相对应，不过，在
本条中使用的特定物概念，不仅仅是在对应种类物
的意义上使用，而且还是着重强调其为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即仅是特定物还不行，尚须在该特定物
中包含着人身意义。而特定纪念物品的概念显然窄

于特定物的概念，不仅须为特定物，而且还须为纪念
物品，即使是特定物而不是纪念物品的特定物，也不
能成为这种侵权行为的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观察，
《民法典》的规定显然宽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
规定，有扩大保护范围的内容。

“具有人身意义”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也有明
显的区别。人格象征意义，只能是物中包含的人格
利益象征意义，而人身意义不仅包括人格意义，也包
括身份意义，且“意义”也比“象征意义”更加宽泛。

根据以上分析，《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
的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宽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
释第４条规定的侵权行为侵害客体，凡是具有人格
意义和身份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都能够成为该
条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护的客体，而不限于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权威立法解释认为：
“在实践中主要涉及的物品类型为：（１）与近亲属死
者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遗像、墓碑、骨灰盒、遗物
等）；（２）与结婚礼仪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录像、

照片等）；（３）与家族祖先相关的特定纪念物品（如祖
坟、族谱、祠堂等）。这些物品对被侵权人具有人身
意义。”［９］８０这样的界定，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仍
然集中在“特定纪念物品”的概念之上，既然如此，
《民法典》就不必使用“特定物”的概念而废弃“特定
纪念物品”的概念了。因此，我们认为，具有人身意
义的特定物概念的外延应当比这个解释中说的更
宽。例如，“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如倾注心血的
手稿；有重要感情联系的财物”等［１０］５２。

２．主观要件的区别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侵害具有

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精神损害赔偿的侵权
责任，在主观要件上没有明确规定，依照一般侵权行
为的归责原则，当然是过错责任原则，即有过错就要
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者无责任。因而，故意、重大
过失或者过失都能构成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
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的侵害具有人
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其主观要件有严
格的限制，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能构成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只有一般过失，即使造成具有
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损害，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也
只能请求财产损害赔偿，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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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损害赔偿）。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２０年

之所以如此规定，立法官员解释是因为“侵害自然人
人身权益在很多情形下会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但是
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应当严格限定，即使侵
害了，也给受害人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未必一定要
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对侵权人而言，自己
的行为侵害了被侵权人的物权，自己对此是非常清
楚的。但是，除了遗体、遗骨等极少数物品之外，法
律不能一般性地期待侵权人认知该物对被侵权人具
有人身意义。只有当侵权人明知是‘具有人身意义
的特定物’而故意加以侵害，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的，才能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９］８０。我们认
为，这样的解释值得斟酌。

在主观要件上，《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的规
定显然严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保护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权利人的人格利益而言，
是不够完备的。立法机关官员对其的解释似乎有道
理，但是，这只是从对侵权人承担责任而言，而没有
着眼于对被侵权人遭受精神损害救济的这一重点。
侵权责任最首要的规范目的，在于对受害人受到侵
害的救济，满足被侵权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过
于着眼于考虑侵权人承担责任的适当性，就会出现
对被侵权人保护不足、保护不周的后果。试想，当一
个侵权人过失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了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的损害，与一个因重大过失实施侵权行为造
成了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损害，对受害人包含
在该特定物中的人身意义的损害会有不同吗？显然
不会。因而，这种区分是不适当的，会出现对受害人
的人身权益保护不周的问题。尽管“在民法理论中，
重大过失基本等同于故意”［９］８０，但是，故意与重大
过失毕竟不同，故意具有“明知”主观要素，但是，重
大过失就不存在“明知”。“只有当侵权人明知是‘具
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而故意加以侵害，且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的，才能要求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这样
的认识并不妥当。侵权人具有重大过失，就不会明
知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却又责令其承担精神
损害赔偿，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其实，就是否知道
某物是否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侵权人明知是
故意，应知而未知是重大过失，不知是过失。区别行
为人过错程度的不同，尽管对其是否承担精神损害
赔偿出责任具有意义，但是，却对造成被侵权人的精
神损害的救济是没有意义的。《民法典》的目的是保
护民事权益，侵权责任的规范目的在于救济被损害
的民事权益。立法者在此对侵权人的这种考虑，似
乎有本末倒置之嫌。

３．损害后果的区别
《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和精神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构成，在损害后果方
面也有区别。《民法典》规定的是“造成严重精神损
害”，司法解释规定的是“造成永久性灭失或者毁
损”。这两种表述方法不同，一个说的是精神损害的
后果，一个说的是物件灭失或者毁损的后果，物件的
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是财产损害赔偿的要件，构成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必须具有严重精神损害的后
果。因此，这两个表述虽然有所不同，在实质上并没
有区别。

４．救济方法的区别
在救济方法上，《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

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为“起诉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文字有所区别，而在实质上并
无区别。

５．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

２款规定的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
偿的构成，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
侵害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的构成，主要区别在前两个要件上：一是侵
害客体的区别，二是主观要件的区别。《民法典》第

１１８３条第２款在侵害客体的规定上有所放宽，在主
观要件上的规定收紧。这当然要影响对案件的法律
适用上，对此，下文再进行说明。

（三）对《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的正确
理解和适用

根据前文的上述分析，在对《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
第２款规定的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
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构成时，应
当掌握以下要点：

１．主观要件
按照《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当侵害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财产损害的，过失构成
侵权责任，除非属于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场合。
构成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的，则须侵权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只
能构成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构成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因而，被侵权人在因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时，必须证明侵权人具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将
被驳回。

对该种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观要件的这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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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究竟是否正确，前文已经提到了疑问。依笔者之
见，这样的规定是不正确的。既然一般过失和重大
过失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损害，对于受害
人人身意义的保护并无特别的价值，就不应当作这
样的规定。过失和重大过失对惩戒侵权人是有意义
的，而对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意义并无区别，因而不必
作此区分；且这样区分的后果，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具
有人身意义的精神利益。

依笔者所见，侵权人在主观上具有一般过失，侵
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是
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关键在于是否造成严重
精神损害，而不在于过失还是重大过失。例如，无论
装裱店的老板是因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将叶先生
的祖宗画像毁损灭失，对于叶先生严重精神损害难
道是有区别的吗？是完全没有区别的。对此，还可
以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再做最后
的定论。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也应当予以注意，侧重
于考查受害人是否造成了严重精神损害赔偿，而不
是过失还是重大过失。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民法典》在涉及民事责任
的主观要件的规定中，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某种
侵权责任构成的主观要件的规定，有些是不准确的。
例如，《民法典》第１１９１条第１款规定用人单位责任
的追偿权，其主观要件就是“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工作人员。可是，在《民法典》第６２条第２款在
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法
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
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难道对工作人
员的追偿权和对法定代表人的追偿权必须有这样的
区别吗？

《民法典》第１１９２条第２款关于“接受劳务一方
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接
受劳务一方追偿”的规定，也存在追偿权主观构成要
件过严的问题。

这两条规定，规范的都是用人者责任。对此，可
以参照的是，《日本民法典》第７１５条关于使用人等
的责任规定中，明确规定为“前两款规定，不妨碍使
用人或者监督人对被使用人行使求偿权”［６］１７５，其含
义是，只要被使用人对第三人施加的损害有过失，就
应当有追偿权。《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２１２６条规
定的更加明确：“（１）文官或政府雇员得赔偿因其过
失给他人造成的任何损害。（２）当该过失是一种职
业过失时，受害人可向国家要求赔偿，但以国家可随
后向有过失的文官或者雇员求偿为条件。”［１１］３８９这

些立法例都说明一点，替代责任的求偿权或者追偿
权，并非以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为限而发生，而是基于
行为人的过失行为而发生。我国《民法典》将这些求
偿权的主观构成要件都规定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并非合适的选择。对替代责任的追偿权主观要件要
求过严，其后果就是放任执行职务的工作人员及提
供劳务一方的过失行为，疏于对工作人员的法律监
督和管理，使工作人员放任一般的过失行为。

这些问题说明一点，在有些场合中，《民法典》在
规定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作为某种侵权行为的主观构
成要件时，斟酌不够严谨，规范不够准确。

２．侵害客体
《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的侵害具有人

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侵害客体，
规定比较准确、稳妥，凡是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都是这种侵权行为的侵害客体。在具体掌握上，凡
是具有人格意义或者身份意义的特定物，都能够作
为这种侵权行为的侵害客体，而不必限于须具有人
格象征意义，且为特定纪念物品。

人格意义，是在特定物中包含了人格利益因素；
身份意义，是在特定物中包含了身份利益因素。前
者体现在主体资格的构成要素上，后者体现在特定
亲属之间的身份要素上。举例来说，《红楼梦》中贾
宝玉的通灵宝玉体现的是人格要素，通灵宝玉丢失，
贾宝玉就会失魂落魄，人格不完整。再比如，交往中
的纪念物品体现的是人格意义。祖传的珍贵遗物则
包含的是身份要素，例如祖宗画像。这种判断方法，
大体可行。

３．损害后果
对于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的客观构成要件即损害后果，《民法典》第

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的是“造成严重精神损害”，这是
准确的。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我们曾经主张精
神损害赔偿的要件是造成精神损害就可以，但是，立
法机关不同意，认为须有严重精神损害方可，最后形
成的就是第２２条规定的“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损
害后果。

构成侵害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
只要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后果就可以了，没有必要
像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那样，要求造成永
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后果。即使造成一般的毁损，
只要造成了受害人的严重精神损害赔偿，就构成这
种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当然，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中，对于精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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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程度并非达到极端程度，只要超出一般的精
神损害程度，就应当认为是严重精神损害。否则，就
会使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成为一句空话。试想，侮辱、
诽谤，达到何种程度才是严重精神损害呢？骂人总
不会把人骂死吧？确定严重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就
是受害人的人格尊严是否受到贬损，人格尊严受到
贬损的，就是严重精神损害。

在主观要件、侵害的客体、损害后果这三个方面
都符合《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规定的上述要求
时，就构成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至于这种精神损害赔偿应该赔偿多少数
额，应当由法官自由裁量，判断的仍然还是三个标
准：第一，能够抚慰受害人的严重精神损害，使受害
人得到必要的精神抚慰；第二，能够制裁侵权行为人
的侵权行为，使其受到惩戒；第三，能够在社会中起
到必要的警诫作用，起到预防侵权行为发生的作用。
符合这三个要求的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对于侵害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是一个
合适的精神损害赔偿。

四　结　语

《民法典》第１１８３条第２款借鉴最高人民法院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４条规定的司法经验，规
定了比较成熟的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精神损
害赔偿责任的具体规则，与第１１８３条第１款规定的
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规则和第９９６条规定的违约行为
侵害对方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一道，构成了
我国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具有保护自然

人人身权益的重要职能作用。侵害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总体上比
较稳妥，适用范围适当扩大，对于保护自然人的人身
权益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其中存在的主观要件是否
过严的问题，应当进一步探讨，总结经验，使其不断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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