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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请求权主体

———兼评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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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既涉及死者近亲属等主体利益的保护，也可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

护。在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死者的近亲属等主体有权请

求行为人承担责任；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死者的继承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责任。

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近亲属等主体有权就其私益损害向行为人提出请求，

检察机关有权就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向行为人提出请求，两种请求权的目的不同，功能各异，并不存在

包含关系和次序关系，应当可以同时行使。

关键词　民法典　人格权　死者人格利益　公共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死者人格利益，是指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利益。〔１〕 近年来，

·１８１·



〔１〕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个人信息收集、处理行为合法性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ＣＦＸ０１５）的成果。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重大疑难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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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纠纷频频见诸报端，如 “潘金莲案”〔２〕 “叶挺后人诉 ‘暴走漫画’案”〔３〕

等。前不久，因李小龙肖像利用而引发的李小龙有限责任公司诉真功夫案，更是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该案大致案情如下：

在２００４年以前，真功夫原名为 “１６８蒸品快餐店”，后更名为 “双种子”，后经营销策划机

构为其策划，改变公司品牌形象，真功夫开始使用酷似李小龙的形象图标，同时改名为 “真功

夫”，组合成为其极具代表性的商标，此后，真功夫快速发展，在全国打开了知名度，目前在全

国拥有６００多家直营门店，营收超过５０亿。李小龙公司法人代表为李小龙女儿 （ＳｈａｎｎｏｎＬｅｅ，中
文名：李香凝），该公司要求真功夫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龙形象、在媒体版面上连续９０日澄清其与李
小龙无关，并请求法院判令真功夫赔偿其经济损失２．１亿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８．８万元。〔４〕

该案为典型的死者人格利益纠纷，关于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学界已形成广

泛共识，但在死者人格利益受到侵害时，哪些主体有权向行为人提出请求，则存在一定的争议。在

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学者所主张的死者人格利益法律保护模式不同，有权提出请求的

主体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一是直接保护模式，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通过肯定死者享

有人格权的方式实现对死者人格权益的保护。〔５〕 按照直接保护模式，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

的情形下，有权提出请求的应当是死者本人，而死者的近亲属等主体实际上充当的是死者保护

人的角色。〔６〕 二是间接保护模式，此种观点认为，自然人死亡后，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并不

享有人格权，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法律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等主体利益的方式

间接保护死者人格利益。〔７〕 按照间接保护模式，自然人死亡后，即不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在

其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有权提出请求的应当是死者的近亲属等主体，而非死者本人。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经历了从直接保护模式向间接保护模式的转变。〔８〕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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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参见潘金莲与冯小刚、刘震云等名誉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京０１０５民初字第

６５８９９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叶正光、叶大鹰等与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

陕０１１３民初字第８９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李小龙女儿索赔 ２亿！真功夫：１５年没被判侵权将应诉”，载凤凰网 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 ２６日，

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ｃ／７ｓｉＳｄｌＮＥｇＹｙ，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访问。

参见刘召成：《论死者人格的立法保护》，载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第５７页。

按照持直接保护模式的学者的观点，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应当参照德国法的做法，设置死者保护

人制度。同前注 〔５〕，刘召成文，第６２页。

参见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载 《中外法学》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９页。

早期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采取直接保护模式，肯定死者享有名誉权。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１９８８］民他字第５２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

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９０］民他字第３０号。例如，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

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吉文贞 （艺名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

母陈秀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最高人民法院承认了死者享有名誉权，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显然

是采取了直接保护。而近年来，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逐步转变为间接保护模式，即否定死者享有人格权，转而通

过保护死者近亲属人格利益的方式，间接实现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 〔１９９３〕１５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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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 〔２００１〕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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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间接保护模式，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有权提出请求的主体主要是死者的近

亲属，这一司法实践经验也被我国 《民法典》所采纳，该法第９９４条规定： “死者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该条第一次从民事基本法的层面规定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９〕 对于强化死者人格利

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从该条规定来看，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有权提出请求的

是死者的近亲属，而非死者本人，这显然是采取了前述间接保护模式。此种基本立场值得赞同。

但死者人格利益不仅包含精神利益，而且包含财产利益，不仅涉及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私益的保

护，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该条将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请求权主体严格限定为死者

的近亲属，并不完全符合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特点，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二、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同时涉及私益与公益

一般而言，死者人格利益仅涉及死者近亲属等主体利益的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并不存在

直接关联，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案件主要有如下两大类：

一是侵害死者名誉、隐私、遗体、遗骨等人格利益，造成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精神损害。

此类侵权通常体现为行为人通过报纸、网络等方式披露死者的隐私，损害死者名誉，或者破坏

死者的遗体、遗骨等，〔１０〕 并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早期的 “荷花女案” “海灯法师案”

等，均属于此类纠纷。例如，在著名的 “荷花女案”中，吉文贞以 “荷花女”的艺名参加天津

“庆云”戏院成立的 “兄弟剧团”演出，在天津红极一时，但在１９４４年病故，小说 《荷花女》

的作者以其为主人公写小说，虚构吉文贞从１７岁到１９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许扬、小麒麟、
于人杰三人恋爱、商谈婚姻，并三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并虚构了吉文贞先后被当时天津帮会

头头、大恶霸袁文会和刘广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等情节，原告陈秀琴向法院起诉，认为

小说作者侵害了已故艺人荷花女和原告的名誉。〔１１〕 在此类侵权纠纷中，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

益还可能同时侵害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人格权益。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多数死者人格利益纠

纷属于此类纠纷，在此类死者人格利益纠纷中，死者近亲属主要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二是以获利为目的利用死者的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例如，在 “周海婴诉梁华计算机网

络域名侵权案”中，原告周海婴于２００８年初发现被告注册了以 “鲁迅”命名的中文域名，即

“鲁迅．ｃｎ”及 “鲁迅．中国”并将该域名出卖，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鲁迅先生的姓
名等人格权益，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相关域名，并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上述域名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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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１１〕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我国 《民法总则》第１８５条在性质上属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参见杨立

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要义与案例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６８７页。但笔者认为，

《民法总则》第１８５条虽然也涉及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但从该条规定来看，其保护的侧重点在于英雄烈士，而且

其规范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并非专门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

例如，我国有些地方有配阴婚的习俗，行为人盗取尸体并售卖给其他人的行为，即属于侵害死者遗

体、遗骨的行为。参见 “山西芮城３人盗女尸配阴婚 １具尸体卖 ２５０００元”，载新浪网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１５日，

ｈｔｔｐ：／／ｓｈａｎｘｉ．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ｎｅｗｓ／ｆａｚｈｉ／２０１５－１０－１５／ｄｅｔａｉｌ－ｉｆｘｉｖｓｃｅ６８２９１９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０日访问。

参见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荷花女〉名誉权纠纷案的请示报告》，津高法 〔１９８８〕

第４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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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转由原告注册使用，并赔偿相关损失。〔１２〕 在此类纠纷中，行为人一般是将死者的相关人格标识

用于经济活动，行为人通常具有获利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通常并不会造成死者的社会评价降低，

一些利用行为反而可能增加死者的社会知名度，扩大死者的社会影响。在此类纠纷中，死者近

亲属等主体通常并不会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因此，其主要请求行为人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在上述两类纠纷中，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可能导致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精神损害或者财产损

失，但侵害的主要是当事人的私益，通常并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在特殊情形下，侵害死

者人格利益也可能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１３〕 例如，公开辱骂历史文化名人，或者侮辱英雄烈

士，也可能影响社会道德风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 “邱少云案”〔１４〕、“狼牙山五壮士

案”〔１５〕 中，行为人侵害烈士的人格利益，即可能有损社会道德风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有学

者甚至主张，有些死者人格利益本身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已故领袖、伟

人的人格利益而言，其本身就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１６〕 死者人格利益具有可

归属性和可救济性，侵害死者人格利益通常会对死者近亲属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

响。〔１７〕 此种观点值得赞同。〔１８〕 与仅涉及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私益保护的情形不同，在涉及社会

公共利益时，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具体而言：

１．在保护期限方面，在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通常以死者近亲
属等主体的生存期限为限。依据我国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的规定，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情形
下，仅死者近亲属有权提出请求，如果死者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已经死亡，则其他主体无权

向行为人提出请求，此时，死者人格利益客观上将难以受到法律保护，这实际上是将死者人格

利益的保护期限限于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而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期限就不再限于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也就是说，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时，即便死者的近亲属已经死亡，有关机关也应当有权提起诉讼，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１９〕

２．在请求权主体方面，在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仅遭受损害
的死者近亲属等主体有权提出请求，其他主体由于并未遭受损害，无权向行为人提出请求，有

关机关也无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而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

有关机关应当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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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参见周海婴诉梁华计算机网络域名侵权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高民终字第７６号民事判

决书。

参见程啸：《中国侵权法四十年》，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３７页。

参见邱少云烈士之弟诉孙杰、加多宝公司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大民初字第１００１２号

民事判决书。

参见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权侵权纠纷系列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京０２

民终字第６２７２号民事判决书。

同前注 〔１〕，王利明书，第２６５页。

参见温世扬：《略论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法益》，载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第３５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也认为，革命烈士所表现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伟大爱国精神获得了全

民族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行为人侵害烈士的名誉，也会伤害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前注 〔３〕，

叶正光、叶大鹰等与西安摩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参见亓培冰：《死者肖像权的保护及其法律适用》，载 《人民司法》２０００年第５期，第２３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３．在责任承担方式方面，在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近亲
属等主体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财产损失等责任，在遭受精神损害时，死者近亲

属等主体还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而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同时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时，就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而言，由于该行为并不会使相关主体遭受精神痛苦，有关机关

也无权请求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可见，是否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将会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在死者人格

利益遭受侵害时，有必要在区分是否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确定请求权主体。

当然，并非所有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情形均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有观点认为，从尊重

现实人情风俗的角度出发，应当认定，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行为构成对社会公益的

侵害。〔２０〕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我国虽然具有 “死后为大”的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

但不宜据此认为，所有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行为均构成对社会公益的侵害，否则会

不当限制个人的行为自由，使个人动辄得咎。同时，一概认定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

行为均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在立法政策上也不可取，因为虽然应当对死者人格利益提

供保护，但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程度应当弱于其生前人格权益的保护，不应当对死者进行过

于长久的保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逝者归去的时候，他们也许可以长留于人们的记忆，

可是却不得不从法律的视野中消失”。〔２１〕 而一概认定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行为均构

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在某种程度上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等同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变相

对所有死者人格利益进行长期保护，甚至进行永久保护，显然并不可取。

三、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的请求权主体

（一）应区分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分别确定请求权主体

按照传统观点，人格权属于纯粹精神性的权利，并不包含财产利益，不可转让和继承，人

格权在性质上并不是一项主观权利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ｉｇｈｔ），〔２２〕 无法积极行使和利用。也就是说，
在人格权未遭受侵害时，权利人无法积极行使权利，在遭受侵害时，即便行为人是出于获利目

的实施侵权行为，由于人格权中财产利益并未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权利人也仅能主张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而无权请求行为人赔偿财产损失。以肖像权为例，德国 《艺术著作权法》对肖

像权作出了规定，早期虽然有学者主张，肖像权不仅保护个人肖像中的精神利益，还应当保护

肖像中的经济价值，但一般认为，行为人在利用他人肖像权时虽然需要得到权利人的同意，但

肖像权中的经济价值并没有得到法律的完全肯定。〔２３〕 法院针对侵害肖像权的案件，一般会考虑

原告名誉是否受到侵害，但并不会考虑原告的经济损失，即便针对涉及肖像权商业化利用的纠

纷，法院也不承认肖像权中包含的经济价值。〔２４〕 再如，在 “骑士案”中，被告未经允许将原告

的肖像、姓名等用于商业广告，用于推广增强性能力的产品，法院主要通过类推适用 《德国民

·５８１·

王叶刚：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请求权主体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参见张红： 《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４期，

第１４８页。

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３４页。

Ｎｅｅｔｈｌｉｎｇ，ＪＭＰｏｔｇｉｅｔｅｒ＆ＰＪＶｉｓｓｅｒ，Ｎｅｅｔｈｌｉｎｇ’ｓＬａｗ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０５，ａｔ５－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ｔｌ，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ｒｅｃｈｔｅａｌ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ｆｈｉｇｅ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ｇü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Ｋｏｎｓｔａｎｚ，２００５，Ｓ．２６．

ＲＧＺ７４，３０８ＧｒａｆＺｅｐｐｅ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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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原第８４７条的规定，为受害人的精神自由受侵害等提供救济，主要目的在于为侵害人格
权的非财产损害提供救济，并没有过多关注人格权强制商业化利用情形下的财产损失。〔２５〕 美国

法通过隐私权保护个人的人格利益，从早期的隐私权纠纷来看，在行为人未经许可对他人人格

标识进行利用的情形下，法院也大多通过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对受害人提供救济。例如，在

Ｒｏｂｅｒｓｏｎｖ．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案中，被告未经允许将原告的肖像用于其面粉广告中，并且在旁边配上
“面粉之家”的标题，总共印发了两万五千份广告，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隐私权，因

此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纽约州最高法院部分肯定了原告的请求。〔２６〕 可见，从早期的人格权益纠

纷来看，即便在典型的人格利益经济利用纠纷中，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也并未受到广泛关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格权中经济价值逐步受到法律保护，目前比较法上大多认为，人

格权中同时包含精神利益与财产价值。〔２７〕 例如，在德国，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和肖像商业利用

现象的日益普遍，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将肖像权界定为纯粹的精神性权利忽略了肖像权商业化

利用的客观事实，可能存在一定的保护漏洞。〔２８〕 最先肯定肖像权中经济价值的案件是著名的

ＰａｕｌＤａｈｌｋｅ案。〔２９〕 这就正式肯定了肖像权中包含一定的经济价值。在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行
为人可以复制、传播其肖像。〔３０〕 权利人的同意既可以以明示的方式作出，也可以以默示的方式

作出，个人既可以对他人利用其肖像的行为设定限制条件，也可以不设定限制条件。〔３１〕 在该案

之后，许多判决都采纳了该案判决的观点，肯定了肖像权中的经济价值。〔３２〕 在人格权中经济价

值受到法律保护的情形下，权利人可以许可他人利用其人格权，并据此获取经济利益；〔３３〕 在人

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受害人既可以请求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可以主张财产损

失赔偿。〔３４〕

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仍应受法律保护。死者人格利益中的

精神利益是指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遗体、遗骨等所体现的精神性利益。〔３５〕 我国司法

实践历来重视对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对死者名誉的保护，甚至可以说，我国司

法实践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是围绕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而展开的。死者人格利益

中的财产利益是指死者生前人格权益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自然人死亡后，虽然其民事主体资格消

灭，但其生前人格利益中所包含的财产利益仍然客观存在。例如，死者姓名、肖像等，客观上仍

·６８１·

清华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ＢＧＨＺ２６，３４９Ｈｅｒｒｅｎｒｅｉｔｅｒ．

当然，纽约州上诉法院认为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缺乏相应的普通法原则，且出于防止诉讼泛滥

的需要，最终推翻了这一判决。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ｓｏｎｖ．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１７１ＮＹ５４２（１９０２）．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台湾地区）三民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０２页。

同前注 〔２３〕，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ｔｌ书，第２７页。

ＢＧＨＺ２０，３４５ＰａｕｌＤａｈｌｋｅ．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Ｒｉｘｅｃｋｅｒ，§１２，Ｒｎ．５１．

同上注。

ＢＧＨＧＲＵＲ１９８７，１２８．

也有学者主张，人格权主要具有消极性 （防御性），具有支配属性的人格权主要是标表型人格权，人

格权在整体上并不具有支配属性与积极利用属性。参见温世扬：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评议》，载 《政治与法

律》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４－５页。

我国 《民法典》第１１８２条专门规定了侵害人身权益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其主要适用对象即为人格

权益。

同前注 〔１〕，王利明书，第２６９－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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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具有一定的经济利用价值，可以成为经济利用的对象，此种财产利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而不宜认定此种财产利益随着自然人的死亡而当然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人人皆可随意使用。〔３６〕

从比较法上看，各国也大多对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提供保护。如前述，美国法通过

隐私权保护个人精神性的人格利益，个人人格标识中的财产利益则由公开权予以保护。〔３７〕 一般

认为，在个人死亡后，其隐私权也随之消灭，〔３８〕 而公开权则并不当然随个人的死亡而消灭。由

于公开权保护的是个人对其姓名、肖像等商业价值进行利用的权利，因此，公开权往往被认为

是一种财产权，〔３９〕 具有可继承性。〔４０〕 例如，在著名的 “‘猫王’公开权案”中，田纳西州法院

也承认了公开权的可继承性。〔４１〕 而在Ｐｒｉｃｅｖ．ＨａｌＲｏａｃｈ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ｃ．案中，法官更是直接指出，
公开权在性质上属于财产权，个人生前享有该权利，在个人生前已经对其公开权进行利用的情

形下，在其死后，该权利也不当然随之终止，行为人未经许可的利用行为可能构成不当得利或

者侵权。〔４２〕 此种裁判立场也代表了美国法中公开权保护的主流做法。据学者考证，到目前为

止，美国有３１个州承认了公开权这一概念，在这３１个州中，仅有９个州将公开权视为从隐私权
中分离出来的产物，在个人死亡后，其隐私权消灭，公开权也随之消灭；而剩下的２２个州则将
公开权视为独立的财产权，这也意味着在个人死亡后的一定期间内，公开权将继续存在，而不

论死者生前是否已经利用其公开权。〔４３〕

面对人格权商业化利用的实践，德国法并没有像美国法那样创设公开权，而是通过扩张既

有人格权内涵与效力的方式保护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按照德国法，人格权中的财产利益虽然

可以与人格权的精神利益相区分，但却无法与人格权的精神利益相脱离，也无法完全脱离人格

权。但在自然人死亡后，由于其人格标识 （如姓名、肖像等）中的经济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因

此，司法实践中也对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提供保护。〔４４〕

从比较法上的法制经验可以看出，各国大多认可了人格权中同时包含精神利益与财产价值，而

且在自然人死亡后，各国也大多对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提供保护。从我国 《民法

·７８１·

王叶刚：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请求权主体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参见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载 《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１－１０４页。

不过从美国法的司法实践来看，在公开权产生之前，美国法也通过隐私权调整个人姓名、肖像等人

格标志商业化利用的现象。例如，在Ｅｄｉｓｏｎｖ．ＥｄｉｓｏｎＰｏｌｙｆｏｒｍＭｆｇＣｏ．案中，被告ＥｄｉｓｏｎＰｏｌｙｆｏｒｍＭｆｇ多年前从著

名发明家爱迪生处购得一套医学设备，后该公司未经爱迪生本人许可将其名字用作自己公司的名称，并且在该

医疗设备中使用爱迪生的姓名与肖像。爱迪生提出两项主张：一是禁止被告将其姓名用作其公司名称，二是禁

止被告将其姓名与肖像用在该医疗设备中。法院认为，行为人未经许可对他人的姓名、肖像进行商业化利用的

行为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法院肯定了个人姓名、肖像等包含一定的经济价值，隐私权同样可以用于个人

人格标志中经济价值的保护，虽然法院并没有对相关的财产损失进行说明，但肯定了个人有权基于隐私权而制

止相关未经许可的利用行为。ＳｅｅＥｄｉｓｏｎｖ．ＥｄｉｓｏｎＰｏｌｙｆｏｒｍＭｆｇＣｏ．，６７Ａ３９２（１９０７）．

ＰｅｔｅｒＬ．Ｆｅｌｃｈｅｒｔ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Ｌ．Ｒｕｂｉｎ，Ｔｈｅ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ＩｓＴｈ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ｉｆｅ

ＡｆｔｅｒＤｅａｔｈ？，８９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２５（１９８０）．

ＳｅｅＵｈｌａｅｎｄｅｒｖ．Ｈｅｎｒｉｃｋｓｅｎ，３１６Ｆ．Ｓｕｐｐ．１２７７，１２８２（Ｄ．Ｍｉｎｎ．１９７０）．

同前注 〔３８〕，ＰｅｔｅｒＬ．ＦｅｌｃｈｅｒｔａｎｄＥｄｗａｒｄＬ．Ｒｕｂｉｎ文，第１１２５页。

ＳｅｅＭｅｍｐｈ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ｖ．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ｔｃ．，Ｉｎｃ．，４４１Ｆ．Ｓｕｐｐ．１３２３（Ｗ．Ｄ．Ｔｅｎｎ．１９７７）．

ＳｅｅＰｒｉｃｅｖ．ＨａｌＲｏａｃｈ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ｃ．，４００Ｆ．Ｓｕｐｐ．８３６（Ｓ．Ｄ．Ｎ．Ｙ．１９７５）．

ＬｏｒｅｎＣｈｅｒｉＳｈｏｋｅｓ，ＬｉｆｅＡｆｔｅｒＤｅａｔｈ：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Ａｒｔｉｓｔｓ’ＰｏｓｔＭｏｒｔｅｍＲｉｇｈｔｓ，９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ａｗ２７（２０１８）．

ＢＧＨＺ１４３，２１４Ｍａｒｌｅｎｅ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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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第９９４条的规定来看，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对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但也没有明确
将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范围限于精神利益；同时，从该条规定来看，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情形

下，死者近亲属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包含多种形式，既包括预防性的责任

形式 （如停止侵害），也包括损害填补性的责任形式 （如赔偿损失）；赔偿损失既包括财产损害赔

偿责任，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该条并没有将民事责任的形式限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４５〕 因

此，在解释上可以认为，该条规定也涵盖了对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从 《民法典》

颁行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一些法院在裁判中也采取了此种立场。例如，在 “朱新荣与朱其
$

姓

名权纠纷案”中，行为人未经死者女儿许可，将死者的乳名用于自己的店面牌匾和产品包装袋

上，法院认为，“虽然朱某已去世，但其乳名 ‘傻宝’在当地仍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其女儿朱新

荣虽不能直接继承朱某 （乳名傻宝）的姓名权，但可享受因姓名权所延伸出的财产性利益”，行

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４６〕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权消灭，但死者女儿仍可

以享有因死者姓名所延伸出的财产性利益，显然是承认了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相对独立性。

在自然人生存期间内，其人格权中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属于人格权的组成部分，二者不可分

离，而在自然人死亡后，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价值将发生分离，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

利益主要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的人格利益得到保护，而死者生前人格权益中的财产利益仍客观存

在，应当可以成为继承的对象。〔４７〕 鉴于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对象不同，

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应当对二者进行必要的区分，并分别确定请求权主体，具体而言：

一是在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遭受侵害时，请求权主体原则上限于死者近亲属。如前所

述，我国法上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模式为间接保护模式，即主要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的方式实

现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３条与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均将侵害死
者人格利益的请求权主体规定为死者近亲属，因为死者近亲属在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中形成了

一定的感情和亲情，其最为关心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在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遭受侵害的

情形下，最有可能遭受精神痛苦的主体是死者近亲属，因此，将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遭受

侵害时的请求权主体限定为死者近亲属，总体而言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死者近亲属的主体范围

有限，将请求权主体限定为死者近亲属，就可以间接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进行限定，避

免对死者人格利益进行永久保护。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间接保护的学理基础，有观点

认为，应当将死者 “遗族对故人敬爱追慕之情”解释为死者近亲属的一种人格利益。〔４８〕 此种观

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如果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时同时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人格权

益，如宣扬死者隐私、侵害死者名誉同时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隐私权、名誉权等，死者近亲属

也有权就其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益的损害向行为人提出请求。

当然，在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将请求权主体严格限定为死者近亲

属，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情形下，遭受精神痛苦的主体并不当然限于死

·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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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按照立法者的观点，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行为人也可能需要承担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具体的赔偿数额应当适用 《民法典》第１１８２条的规定。参见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

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８页。

参见朱新荣与朱其
$

姓名权纠纷案，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豫１６民终字第１４１４号民事

判决书。

同前注 〔３６〕，张红文，第１００页。

同前注 〔２７〕，王泽鉴书，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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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近亲属，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人以及其他亲属也可能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对此类主体的损

害完全不予以救济，也不妥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为什么与其 （死者）关系不太和睦的配

偶可以作为原告，而其深爱的情人或最疼爱的侄儿却不能作为原告？”〔４９〕 此种观点值得赞同，

即除死者近亲属外，还应当设置一定的例外，将其他与死者关系密切的人纳入请求权主体范围。

二是在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遭受侵害时，请求权主体原则上限于死者的继承人。如前

所述，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原则上可以成为继承的对象，行为人利用死者姓名、肖像等人格

标识时，应当经死者继承人的同意，否则应当构成对死者继承人利益的侵害，死者的继承人有权请

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此种情形主要发生在前述利用死者的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的案件类型

中。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立法并未规定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的保护规则，死者生前通常也并

不会通过遗嘱的方式对其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继承问题作出安排，因此，一般而言，在死者人格

利益中的财产利益遭受侵害时，通常由死者的法定继承人主张权利。但既然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

在性质上属于财产权益，可以由继承人继承，那么，也应当允许死者生前通过遗嘱的方式对其死

后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进行安排，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应当可以成为遗嘱继承和遗赠

的对象。当然，在遗赠的情形下，受遗赠人并不当然是自然人，而有可能是法人或者非法人组

织，其存续期间可能较长，此时，应当对继承人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期限进行必要的限

定，而不应当对其进行永久保护。此时，可以考虑将其权利保护期限限定为死者死亡后的一定

期间 （如５０年）。〔５０〕 也就是说，死者人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遭受侵害时，如果该财产利益的继
承人为自然人，则在其生存期间内，其都是适格的请求权主体；而在该财产利益的继承人为法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时，则其仅在死者死亡后的一定期间内 （如５０年）是适格的请求权主体。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侵害了死者人格利益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例如，行为人擅自

将死者的姓名、肖像用于低俗的广告宣传中，此时，死者的近亲属与继承人应当分别有权请求

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财产损失赔偿责任，而且两种请求权的救济对象不同，并不相

互排斥，也不存在次序关系，应当可以同时主张。

（二）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权利人提出请求是否有顺序限制？

从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规定来看，其对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的请求权主体进行了一定
的排序，该条将死者近亲属分为两个顺序，第一顺序是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

死者的其他近亲属。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首先由第一顺序的近亲属提出请求，

在没有第一顺序的近亲属时，第二顺序的近亲属才能提出请求。笔者认为，在死者人格利益遭

受侵害时，不宜对各请求权主体的权利行使顺序进行限制，主要理由在于：

１．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情形下，严格限制各请求权主体的权利行使顺序，
既不利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一方面，在行为人侵害死

者人格利益但并未造成现实损害时，如果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积极行使权利，请求行为

人承担停止侵害等预防性的侵权责任，可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此时，死者的其他近亲属

即无须向行为人提出请求。但如果行为人恶意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如侵害死者的遗体、遗骨、

恶意诋毁死者的名誉等，将造成死者近亲属的严重精神痛苦，此时，即便死者的配偶、子女、

父母已经请求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并不当然意味着死者其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已

经得到抚慰，此时，不允许其他近亲属向行为人提出请求，显然不足以保护死者其他近亲属的

·９８１·

王叶刚：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请求权主体　

〔４９〕

〔５０〕

同前注 〔２０〕，张红文，第１４９页。

参见前注 〔５〕，刘召成文，第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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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５１〕 也就是说，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情形下，既然死者的近亲属都是受害

人，那么其都应当有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５２〕 另一方面，在死者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

下，如果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怠于行使权利，或者因客观原因而未能及时行使权利，允许死者

其他近亲属主张权利，也有利于及时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显然更有利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还应当

看到，不论是死者配偶、子女、父母的请求权，还是死者其他近亲属的请求权，都是服务于死者人

格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在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允许各请求权主体对行

为人提出请求而不对其请求权设置顺序限制，显然更有利于实现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制度功能。

２．在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也不宜对各请求权主体的请求权行使顺
序进行限制。从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的规定来看，其主要规定的是死者近亲属请求权的行使顺
序，显然主要针对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５３〕 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遭受侵害

时各请求权主体的权利行使是否有顺序限制，该条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在死者人格利

益中财产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立法也无须规定各请求权主体的权利行使顺序，因为死者人

格利益中的财产利益由死者的继承人继承，在某一继承人或者部分继承人继承该利益后，其他

继承人即无权对该利益主张权利。也就是说，在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形下，

仅实际继承该财产利益的继承人有权提出请求，法律无须规定请求权行使顺序。在继承人有多

人时，究竟由某一继承人提出请求，还是由各个继承人同时提出请求，属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的

范畴，法律也不宜作出限制。

四、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时的请求权主体

如前所述，死者人格利益可能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可能同时侵害

社会公共利益。从 《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在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的情形下，仅死者的近

亲属可以提出请求，该条显然只是考虑到了死者人格利益的私益性，而忽略了死者人格利益的

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因此，在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无法依据该

条规定确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笔者认为，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可以

援引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的规定确定行为人的责任，该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对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

益的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对于保护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

·０９１·

清华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５１〕

〔５２〕

〔５３〕

有观点认为，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情形下，应当根据各近亲属对死者感情的深厚程度，

酌情在各近亲属之间分配精神补偿金。同前注 〔２０〕，张红文，第１４９页。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在死

者的配偶、子女、父母请求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时，法院所判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是用于填补、抚慰

死者配偶、子女、父母的精神痛苦，如果允许其他近亲属主张分配该精神损害赔偿金，将有违该精神损害赔偿

金的目的，而且经过分配之后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可能也不足以填补和抚慰死者配偶、子女、父母的精神痛苦。

参见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８页。

从该条规定来看，该条所规定的各请求权主体请求权顺序的限制与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类似，但

近亲属的范围要大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就是说，即便从法定继承的角度认为该条规定涵盖了死者人格利益

中经济价值的继承，但死者没有配偶、子女、父母时，死者的其他近亲属并非都属于法定继承人 （如孙子女、

外孙子女），此时，其也无权提出请求；而且该条无法涵盖遗嘱继承、遗赠等情形，因此，应当认定，该条主要

针对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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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５４〕 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之所以可以适用 《民法典》

第１８５条确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主要理由在于：
一方面，《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法律规范侵害死者人格

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目的也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通过该条调整此类行为，在功

能和价值上具有合理性。《民法典》第１８５条沿袭自 《民法总则》第１８５条，关于该条的规范目
的，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其规范目的在于保护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５５〕 也有观

点认为，该条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即使本条文特别强调对英雄烈士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进行的保护，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扬善抑恶，仍然是对死者人格利

益的保护，适用的是同样的民法法理”。〔５６〕 但从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等角度看，应当认定该条

的规范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５７〕 这种功能或者规范目的上的契合性，使得 《民法典》

第１８５条可以成为调整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从法条文义上看，也可以将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的调整范围。从文义上看，虽然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的规范重点在于保护英
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但其也使用了 “等”这一兜底性表述，这就为保护英雄烈士之外的死者人

格利益提供了制度空间。关于如何理解该条中 “等”的内涵，学者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

认为，应当通过同类解释规则确定其含义，即应当将该条中的 “等”解释为与英雄、烈士具有

同等地位的人。〔５８〕 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中的 “等”字具有特定的内涵，应当将其解释为 “在我

国近现代历史上，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国家繁荣富强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楷模”，“只

要是能够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民族文化的旗帜的人，都可以纳入本条保护的主体范围”。〔５９〕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应当采用同类解释规则解释该条中 “等”字的含义，因为一方面，按

照前述第二种观点，不论是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为争取民族独立等作出突出贡献的人，还是能

够作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人，其范围都十分模糊，无法为确定本条中 “等”字的内涵提供

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而且与前述第一种观点所提出的同类解释方法相比，这一标准也无法凸

显本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另一方面，从本条规定的规范特点来看，其采用的是具

体列举＋兜底规定的方式，即具体列举英雄、烈士两种典型情形，以 “等”字作为兜底，这种

规范特征也符合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条件。〔６０〕 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确定 “一般性类别”的内涵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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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８５７页。

参见张新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０２页。

同前注 〔９〕，杨立新主编书，第６８７页。

参见石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４４０页。从该条规定来看，其虽然列举了英雄、烈士，但并非所有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均属于社会公

共利益，该条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人依据该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对所有侵害英雄、

烈士等人格权益的行为予以调整，表明该条规定并非专门的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保护条款。同时，该条也并

非专门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条款，因为一方面，该条明确列举的英雄并非限于已经故去的英雄，侵害尚未故去

的英雄的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也需要依据该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该条以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而没有对所有死者人格利益提供保护，也表明该条并非专门的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条款，其规范目的应当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同前注 〔５４〕，王利明主编书，第８５８页。

同前注 〔５５〕，张新宝书，第４０２页。

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９５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和范围时，应当参考法条所具体列举的人或物予以确定。笔者认为，在解释 《民法典》第１８５
条中 “等”字的内涵时，既需要从文义上考虑其所列举的 “英雄”“烈士”，还需要考虑其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目的，也就是说，对某人而言，不论其是否处于生存状态，凡是侵害其人

格权益能够产生与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相似的结果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应当将其纳入本

条中 “等”字的范畴，反之，则不应当纳入本条中 “等”字的范畴。〔６１〕 因此，在侵害死者人格

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可以将其纳入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的调整范围。
问题在于，即便将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

的调整范围，仍然无法依据该条规定确定请求权主体，因为该条只是规定了行为人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但哪些主体有权向行为人提出请求，该条并没有作出规定，应当构成法律漏洞。因为

一方面，从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规定来看，其虽然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
但并未明确规定相应的请求权主体，由于本条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行

为人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而并未损害英雄烈士等近亲属的利益时，其近亲属无权向行为人

提出请求；即便行为人的行为同时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英雄烈士等近亲属的私益，英雄烈士

等的近亲属也无权就公共利益部分的损害向行为人提出请求。因此，从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规
定来看，就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而言，本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请求

权主体。另一方面，《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虽然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请求权主体 （检察机关），但将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与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
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的保护对象限于英雄烈士，其并没有使用 “等”

这一兜底表述，这实际上是将侵害英雄烈士之外死者人格利益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排除

在其调整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在侵害英雄烈士之外死者人格利益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下，无法依据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规定确定请求权主体。可见，《民法典》第１８５条虽
然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之外死者人格利益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但无法依据 《民法

典》及相关立法确定主张此种民事责任的请求权主体，显然存在法律漏洞。笔者认为，此种情

形下，可以类推适用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的规定确定请求权主体。依据 《英雄烈士保护

法》第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在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首先由英
雄烈士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在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则由检察机关提

出请求。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之所以可以类推适用 《英雄烈士保护法》

第２５条的规定确定请求权主体，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对于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情形，英雄烈士人格利益本身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而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

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此种情形下的死者人格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

形式，二者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不论是侵害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还是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对其进行规范的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这种目的和保护对象的共同性也使得可以类推适用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的规定
确定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请求权主体。

当然，从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来看，在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并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英雄烈士的近亲属与检察机关都是请求权主体，而且检察机关的请求

权具有次位性，即首先应当由英雄烈士的近亲属提出请求，只有在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

·２９１·

清华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６１〕 参见王叶刚： 《论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权益的民事责任———以 〈民法总则〉第１８５条为中心》，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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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才能提出请求。笔者认为，对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言，在类推适用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确定其请求权主
体时，就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而言，死者近亲属或者继承人应当无权提出请求，同时，相较于

死者近亲属、继承人的请求权而言，检察机关的请求权也不具有次位性，具体而言：

１．就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而言，检察机关是适格的请求权主体
对于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如果死者近亲属或者继承人遭受了精

神损害或者财产损失，其固然有权向行为人提出请求，但就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而言，由于其损

害的并非死者近亲属或者继承人的利益，因此，死者近亲属或者继承人应当无权提出请求。因

此，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就公共利益损害的救济而言，在类推适用

《英雄烈士保护法》时，应当将请求权主体限于检察机关。当然，死者近亲属等主体在发现侵害

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其可以请求检察机关向行为人提出请求，但死者近

亲属等主体应当无权就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向行为人提出请求。

２．检察机关的请求权并不具有次位性
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近亲属等主体有权就其私益损害部分向

行为人提出请求，而检察机关应当有权就社会公共利益损害部分向行为人提出请求。在此仍需

进一步探讨的是，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请求权与检察机关的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如何？从 《英雄

烈士保护法》第２５条第２款的规定来看，检察机关的请求权具有次位性。有学者也主张，死者
人格利益的公共利益属性是第二位的，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主要侵害的是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利

益，在死者近亲属等主体已经向行为人提出请求时，其他主体没有必要再提出请求，只有在死

者近亲属等主体不能或不主张权利时，公诉机关等主体才能向行为人提出请求。〔６２〕 此种观点同

样主张，与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请求权相比，检察机关的请求权具有次位性。笔者认为，此种

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死者近亲属等主体请求权的目的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私益，而检

察机关请求权的功能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两种请求权的目的不同，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包含

关系或者次序关系，不宜认定检察机关的请求权具有次位性；同时，对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私益

的保护也无法替代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果认为在死者近亲属等主体提出请求后，检察机

关将无权提出请求，此时，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的私益损害虽然得到了救济，但社会公共利益将

难以有效维护。因此，在行为人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死者近亲属等主体

的请求权与检察机关的请求权不应当有次序关系，二者救济对象不同，应当可以同时行使。

五、结　语

自然人死亡后，其民事主体资格虽然消灭，但并不意味着其当然完全退出法律视野，在一

定期间内，死者人格利益仍然受到法律的保护。自上世纪８０年代的 “荷花女案”开始，我国司

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经验，在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

国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作出了规定，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提供了民事基本
法层面的依据。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不仅涉及死者近亲属等主体私人利益的保护，也涉及社会公

共利益的保护，在解决个案纠纷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种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厘清各个主体请

求权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立法目的。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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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同前注 〔２０〕，张红文，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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