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者 “人格”的规范本质与体系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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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死者 “人格”的保护模式有直接与间接之分，我国及比较法均无统一立场。但权利 （能力）存在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生死机理，法律对胎儿、著作 “人格权”、财产继承及 “身后自主权”的保护均不构

成例外。人死之后不能享有任何权益，但其生前形象作为符号世界的一部分，具有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双重公

益；同时，死者近亲属与后代享有祭奠、追思的利益。死者 “人格”的保护范围应限于维护死者生前形象的

“名誉”，请求权基础则可在民法体系内解决：《民法典》第９９４条具有基础地位，第１８５条则起补充作用，旨在
通过公益诉讼保护无近亲属的英雄烈士。《民法典》应将具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通过漏洞填补的方式纳入第

１８５条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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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民法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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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死者的遗体、 “姓名、肖像”和 “名誉、

荣誉、隐私”三类利益。其中，遗体是承载近亲属祭奠、追思利益的自然物，不适用民法物的一般

规则，只是为实现遗体上的人格利益，死者近亲属可以进行占有。① 同时，死者不存在决定、变更

姓名以及制作、公开肖像的自由，其 “姓名、肖像”限于作为人格标识的姓名、肖像使用权。此项

权利作为特殊财产权，② 可由死者的继承人取得。余下的 “名誉、荣誉、隐私”则被认为是人格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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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人格权确权的伦理基础研究”（１７ＣＦＸ０２６）的阶段成果。
关于遗体的性质，学界存在 “物说”和 “非物说”两种立场。“物说”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４页；余能斌、涂文：“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中国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５９页；申卫星：
“论遗体在民法教义学体系中的地位”，《法学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６２页。“非物说”参见温世扬：“民法总则中权利客体的立
法考量”，《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２１页；张红：“侵害祭奠利益之侵权责任”，《法学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８６页；陈国军：
“死者有形人身遗存的法律属性辨析”，《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第１１１页。

参见房绍坤、曹相见：“标表型人格权的构造与人格权商品化批判”，《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７期，第１５８ １６０页；董
炳和：“论形象权”，《法律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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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利益，一般所讲的死者人格即指此 （如无特殊说明，下文的死者 “人格”亦同）。问题是，死者

能否享有人格权益？如果不能，所谓的死者人格究竟是什么？其范围能否由名誉、荣誉和隐私

构成？

关于死者 “人格”的法律保护，我国学理与实践存在重大分歧。就理论而言，依是否承认死者

享有身后权益的标准，可分为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两种模式。其中，直接保护模式又有身后权利保

护说、③ 身后法益保护说④之分；间接保护模式则有近亲属权利保护说、⑤ 人格利益继承说⑥之别。

就实践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先是在 “荷花女案”中采身后权利保护说，⑦ 但在 “海灯案”中又发生

了转折：先是持身后权利保护立场，后又闭口不谈 “权”字，只认为构成对死者名誉的侵害。⑧ 此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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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同其立场，⑨ 《民法
典》也沿袭了这一思路。

比较法也不例外。在英美法上，基于死者听不到的理念以及言论自由的优越地位，名誉权、隐

私权被认为是专属权。瑏瑠 但也有学者认为，保护某些言论自由的对立价值，可以捍卫和促进言论自

由；由于死者无法言说，因此法院必须代表死者介入其中。瑏瑡 还有学者从权利的利益论出发，认为

某些利益能在死后继续存在，所以死者也能成为权利主体。瑏瑢 在德国法上，联邦法院于１９５４年的科
西马·瓦格纳案中明确，权利能力因主体死亡而消灭，但人格应受保护的价值继续存在。１９６８年的
摩菲斯特案重申这一旨趣，但联邦宪法法院强调，此项保护的依据在于 《德国基本法》第１条规定
的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因为 《德国基本法》第２条第１项规定的人格自由发展系以生存者为限。瑏瑣

对此，梅迪库斯、布洛克斯、科勒等认为，与财产权不同，某些非财产权可在特定情况下超越死亡

发生效力，瑏瑤 或者说仍以余存方式继续存在；瑏瑥 拉伦茨、吕斯特则持反对意见，认为禁止对死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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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董炳和：“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４６页。
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７２ １７３页；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

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学》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第５７页。
参见魏振瀛：“侵害名誉权的认定”，《中外法学》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９页；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６ ３７页；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３０页。
参见麻昌华：“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兼与杨立新诸先生商榷”，《法商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第４０页；王利民：“论

死者人身权保护”，《河北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６期，第２０页。由于该说与人格的专属性相悖，难以令人信服，故本文不作讨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依法保护的复函》（［１９８８］民他字第５２号）指出：“吉文贞 （艺名荷花女）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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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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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民他字第３０号）认
为：“海灯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海灯的养子，范应莲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

敬永祥侵害海灯名誉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１９９２］民他字第２３号）又认为：“敬永祥在 《金岛》《报告文学》上刊登的文章和

在四川省民法、经济法学会上的发言基本内容失实，贬低了海灯的人格，已构成对海灯名誉的侵害。”

前者第５项规定：“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后者第３条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
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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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

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

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ＳｅｅＨａｎｎｅｓＲｏｓｌｅｒ牞Ｄｉｇ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Ｐｏｓｔｈｕｍｏｕ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ｉｇｈｔｓ牞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牞Ｖｏｌ．２６牞Ｎｏ．１牗２００８牘牞ｐ．１８８；
［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９页。

参见注⑩，Ｒｏｓｌｅｒ文，ｐ２０４
参见 ［美］柯尔斯登·Ｒ斯莫伦斯基：“死者的权利”，张平华、曹相见译，《法学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７页。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４ ２８７页。
参见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８８页；［德］汉斯·布洛克斯、

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３３版），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９８页。
参见注瑏瑣，第２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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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贬低或歪曲性描述只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瑏瑦

我国 《民法典》还从公共利益角度提出了新问题。其第１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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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英雄烈士保护法》将保护

主体限定为近代以来逝去的英雄烈士，瑏瑧 但如何理解本条的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仍是个难题。这

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损害公共利益是否具备责任构成的意义。对此，有学者持肯定立场，认为侵

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按一般死者人格利益规则处理；瑏瑨 但更多学者持否

定意见，认为其只是为公益诉讼的介入提供了依据。瑏瑩 二是英雄烈士具有公共利益是否有悖于平等

原则。其一，英雄烈士能否永远受保护？近代以前的仁人志士能否同其待遇？其二，公共利益的界

定是否存在确定标准？历史人物、仁人志士不具有公共利益吗，其与一般公众的实质区别在哪里？

鉴于理论、实践争论不休，在解释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时，应进一步追问死者 “人格”的规

范本质。而侵害死者 “人格”的法律救济也离不开体系化思考，尤其要打通一般死者保护与英雄烈

士保护的任督二脉。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民事权利的生死机理，进而讨论死者 “人格”的利益

结构及请求权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了 “死者 ‘人格’”的修辞，意在彰显本文所持的特

殊立场，以与一般意义上的 “死者人格”相区别。

一、民事权利的生死机理

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这是民法的一般法理。但即便如此，比较法上关于死者 “人

格”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还是犬牙交错，与我国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如出一辙。那么民事
权利的生死界限在哪？如何解释那些所谓的例外？

（一）权利能力的本质规定

权利能力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还是可以由政策作出改变？对此学界存

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权利能力的赋予是立法者根据统治利益和意志来确定的。换言

之，权利能力的确定由统治阶级的意志所决定，并随着社会进步、文明提高而变化和改进；可以剥

夺和限制。瑐瑠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主体是意志的载体，必须包括意志及其载体两部分。权利能力作

为主体资格，其期限规定有自己的法理根据，不能随意为之。“主体的本质是意志，主体资格就是

意志资格。主体由意志和载体两部分组成。主体的意志是主体的精神部分、无形部分；意志的载体

是主体的物质部分、有形部分。”瑐瑡

本文认为，第二种意见更具合理性。第一种意见的得出，实为对胎儿利益、著作 “人身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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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页；［德］本
德·吕斯特、阿斯特丽德·斯塔得勒：《德国民法总论》（第１８版），于馨淼、张姝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１４页。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２条第２句规定：“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
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

参见刘颖：“《民法总则》中英雄烈士条款的解释论研究”，《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１０页；王叶刚：“论侵害英雄
烈士等人格权益的民事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３５页。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２５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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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２ ４０３页；房绍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不容侵害”，《检察日报》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５日，
第３版。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４１页；民兵：“民事主体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中
南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第１８页。

李锡鹤：“论保护死者人身遗存的法理根据”，《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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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瑐瑢 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误判。事实上，权利能力作为形容主体的伦理概念，瑐瑣 必然以自由意志

为前提，而意志亦有其载体：在自然人为生命，在团体为组织机构。为体现人的目的性，虽然人的

意志可能存在欠缺，但法律仍将每个自然人视为理性人，只是辅之以行为能力制度，以补足未成年

人、精神病人等的意志欠缺问题。因此，具有生命的存在是法律主体和权利能力的内在规定性。死

者没有生命，没有权利能力，不是法律主体，无法获得权利。

在德国法上，虽然其民法典没有明确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一般认为，该结论可从德国民法典

第１９２２条第１款推导出来。瑐瑤 就实践而言，如前所述，即便认为死者人格继续作用的判决，也不承
认权利能力于主体死后继续存在。有趣的是，德国学界在解释胎儿利益保护、无权利能力社团时，

出现了 “有限权利能力”或 “部分权利能力”的说法。对此，杨代雄教授认为，限制权利能力在

国外民法理论上并非新概念，既然行为能力有完全、限制之分，为什么权利能力不能作同样处理？瑐瑥

更有学者提出全面的 “准人格”概念，用以处理胎儿保护、合伙法律地位以及死者人格保护等问

题。瑐瑦 本文认为，这种主张实值推敲：权利能力纯属价值判断，有其内在规定性；行为能力则兼

有事实属性，政策性意味浓重。因此，后者可以存在不同类型，但前者只能 “非有即无”，不存

在部分、限制之说。德国学界的此种说法，有其特定的法制背景，且从未运用于死者 “人格”

保护。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是两个不同问题，权利能力随着人的死亡而消

灭，但某些人身权利仍继续受到保护。瑐瑧 此即权利 （利益）与权利能力分离说，也是德国联邦法院

在科西马案、摩菲斯特案中的立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这种观点在我国也很有市场，并有权
利分离论瑐瑨和利益分离论瑐瑩之分。还有学者从存在形态角度进行论证：“人格的静态方面主要包括姓

名、肖像、名誉和隐私……其存在不依赖于生命，因而相关主体的生命存在可能会消灭，但是这些

已经外在化的人格利益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并使得人格的个性在社会中继续得到强调和表

现。”瑑瑠 事实上，权利能力即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有权利能力，才可能具有某项权利；没有

权利能力，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权利。反过来说，如果某个主体享有某项权利，必然意味着其具备权

利能力。瑑瑡 因此，认为民事权利和权利能力可以分离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一点上，利益分离

论不应有任何区别。

或有人问，权利本质的利益论不可以说明权益与权利能力的分离吗？确实，关于权利的本质，

意志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足鼎立。在法理学界，利益说又是学界的主流观点。瑑瑢 但这种观点似是

而非：一则，关于权利的本质，存在事实与规范的双重属性，利益论也好，意志论也罢，均系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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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瑐瑠，王利明书，第４４１ ４４２页。
参见张驰：“死者利益的法律保护论”，《东方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２４页。
参见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１２４页；注瑏瑤，梅迪库斯书，第７８８页。
参见杨代雄：“出生前生命体的民法保护———以限制权利能力为基点”，《东方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３７页。
所谓准人格，系具有部分民法人格要素的人或组织的人格状态，其欠缺规范化的意志能力，具有部分人格要素，权利能力

因未获法律规定而具有开放特征。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中部分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５
期，第５１页；刘召成：《准人格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９页。

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８页；龙卫球：《民法基础与超越》，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９４页。

参见代瑞：“死者生前人格利益民法保护新探”，《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１２１页。
参见注④，王利明书，第１７２页。
刘召成：“死者人格保护的比较与选择：直接保护理论的确立”，《河北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第９１页。
作为个人利益的名誉不能脱离主体而空洞地存在，无论是死者人格权还是死者人格利益，都缺少承载主体。参见蔡曦蕾：

“论毁誉犯罪的特殊对象”，《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５８页；张善斌：“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和立法选择”，
《江汉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第１３３页。

参见于柏华：“权利认定的利益判准”，《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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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事实性的描述，反而是法力说兼顾了权利的二象性。瑑瑣 以利益论来回避意志论对主体的依赖，不

过是一个精致的概念游戏。二则关于权利本质的讨论，不应忽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法律对权益

的保护，旨在保护背后的主体；若主体无保护的必要，又何须创设权利或法益？

（二）胎儿保护的民法机理

胎儿尚未脱离母体，不是民法上的主体，但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也是比较法上的通行做法，

虽然存在总括主义和个别主义之分。有学者就此主张参照胎儿保护做法，规定死者享有准名誉权。瑑瑤

但这显然是对胎儿保护机理的误读。关于胎儿保护的法理基础，有三种不同学说。一是延伸保护

说，认为人在出生前和死亡后仍享有人格利益，法律对人的保护应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瑑瑥 二

是权利能力说，主张受法律保护者，以具有权利能力为前提，因此胎儿自受侵害或受孕时具有 （部

分）权利能力。瑑瑦 三是特别拟制说，认为胎儿非权利主体，本不具有权利能力，但为未来生活计，

当其出生为活体时，有特殊保护之必要，故视为具有权利能力。

本文赞同特别拟制说。延伸保护说看到了胎儿保护的必要性，但未对胎儿保护的机理进行分

析，等于未有说明；以胎儿保护类推死者 “人格”保护，也忽视了二者的内在区别。就权利能力说

而言，认为胎儿自受侵害时具有权利能力的意见，表面上是把权利能力作为胎儿保护的合理性基

础，但实质上仍系将胎儿保护的合理性诉诸政策判断，与权利能力的价值属性相悖。但认为权利能

力始于受孕的观点却有其自然法依据：受孕是人类新生命的开始，胚胎意味着人即将形成，养育胚

胎如同哺乳婴儿一样，都是不完全的人的成长。因此，依照自然法，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受孕，亦不

取决于其是否活着出生。瑑瑧

但此种自然法依据也难以服人。其一，权利能力作为一个伦理概念，既体现了要求他人尊重的

权利，也包含了尊重他人的内容。但胎儿尚未与母体分离，其作为母体的一部分，不存在独立的伦

理需求。所以，施瓦布说：“对第１条的规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念是，还未出生的子女由于其身
体尚与母亲相连，所以还不能作为完全独立的生命存在，因此也就不能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参与法

律往来。”瑑瑨 其二，权利能力概念的要义，不仅是生命，还在于意志。“人的器官也许是从受孕之后

开始发育，然而人的 ‘人格’的发展开端，即意识、自我意识、意志和理智的开端只是其出生的时

刻才能予以确定。”瑑瑩 其三，认为权利能力始于受孕将颠覆现行法秩序。一来，权利能力始于受孕意

味着胎儿已是法律主体，那么一切事后避孕、堕胎行为都是违法的。但即便在最前沿的立法，也只

是禁止堕胎，而不禁止避孕。二则，若权利能力始于受孕，则所有胎儿应获同等对待，但各国法却

只保护活着出生的胎儿。或有人以 “附条件民事行为”来解释，但附条件民事行为不过是对意思表

示效力的说明，无法解决作为前提的权利能力的问题：谁能为权利能力附条件？附条件的权利能力

还是权利能力吗？

正因为如此，梅迪库斯认为：“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从权利能力产生于自然法的观点中，推导

出这样的结论：权利能力必须始于出生完成之前。因为即便是某种自然法，也很难说明，一个尚未

出生的人为何就必须成为权利义务的载体，毋宁是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对胎儿的保护。”瑒瑠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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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曹相见：“权利客体的概念构造与理论统一”，《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３７页。
参见注④，孙加锋文，第５７页。
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８１页。
参见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１２７、１２４页。
参见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１２４页。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９ ９０页。
同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１２５页。
同注瑏瑤，梅迪库斯书，第７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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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茨也认为：“究竟什么时候是 ‘人的生命’的开始，从什么时候其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与

什么时候人就具有权利能力完全无关的另一个问题。”瑒瑡 因此，正确的看法毋宁是，胎儿不具有权利

能力，但由于其已处于生命的孕育阶段，为其出生后的生活计，可使其在出生后受有利益。但即便

如此，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也不是所谓的延伸保护，它保护的是生者的权益。瑒瑢

此外，在德国，也有学者用限制权利能力或部分权利能力作为胎儿保护的法理基础。但所谓的

限制权利能力或部分权利能力不仅与权利能力的价值属性相悖，该概念的提出即存在多重误解。一

则与权利能力的概念相关。德国学者法布里秋斯认为，应从行为能力中派生出权利能力的概念。依

其主张，权利能力应指从事法律上有效行为的能力。由于出生未久的孩子不能自行实施法律行为，

因此可通过传达人、代理人以及机关从事行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行使权利，并就权利的客体实现自

己的意愿，这样的人就不应当享有权利。瑒瑣 对此，拉伦茨正确地评价道，用传达、代理和机关方面

的问题来增加权利能力定义的负担，很难说是一种妥当的做法。梅迪库斯也坚称，这种权利能力相

对化的做法有害无益，应当坚持权利能力的传统定义。瑒瑤 事实上，说一个人有权利，只是他在法律

上可得到或应当得到某种东西。无行为能力人也应当被尊重和不受侵犯。同样，他也有权利取得别

人的给付，由此得到他应当得到的东西。瑒瑥 因此，权利能力是不能相对化的，所谓权利能力相对化

是对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混淆。瑒瑦

另一个原因则跟民事合伙、无权利能力社团相关。在德国法上，最初，民事合伙不取得权利能

力，学界对此长期持批评态度。后来，实践与理论逐步承认了合伙的权利能力。瑒瑧 无权利能力社团

也基本如此。在１９世纪末，立法者认为政治、宗教或社会宗旨的社团有害于公共利益，瑒瑨 所以要求
其进行登记，否则适用民事合伙不具有权利能力的规定。但这一立法并未达到预期：许多追求特殊

目的的社团宁愿舍弃权利能力也不愿进行登记，而它们即便采用无权利能力社团形式也足以丰衣足

食。瑒瑩 在结构上，无权利能力社团也更近似于有权利能力社团，而不是民事合伙，瑓瑠 其在很多方面

也得到了类似于有权利能力社团的对待。为了避免发生与事实抵触的结果，理论与实务寻找过 “各

种各样的有些甚至是令人感到怀疑的”解决办法，瑓瑡 部分权利能力说为其努力之一。但实际上，这

一理论没有必要也令人怀疑，因为 “人合团体的权利能力仅仅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归责工具而已”。瑓瑢

所以有学者认为，与其说是无权利能力社团，不如说是未登记社团。瑓瑣

（三）著作人格权批判

著作人格权是各国著作权法和知识产权公约普遍承认的权利，也是许多人相信权利能力存亡法

则存在例外的理由。瑓瑤 我国 《著作权法》第１０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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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１２７页。
参见注瑑瑡，张善斌文，第１３７页。
参见注瑏瑤，梅迪库斯书，第７８１页；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１２２页。
参见注瑏瑤，梅迪库斯书，第７８１页。
参见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１２３页。
参见郑晓剑：“权利能力相对性理论之质疑”，《法学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６０页。
参见注瑑瑨，第１０６、１１０页。
参见注瑏瑤，梅迪库斯书，第８５３页。
因为社团章程可以取代合伙法的规定，为社团设置一个法人性质的规范基础，此外，还有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辅助手段来弥

补缺乏权利能力之不足。参见注瑏瑤，梅迪库斯书，第８５４页。
参见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２３６页；注瑏瑤，布洛克斯、瓦尔克书，第３１２页。
参见注瑏瑦，拉伦茨书，第２３７页。
同注瑑瑨，第１１２页。
参见注瑏瑤，布洛克斯、瓦尔克书，第３１４页。
参见王坤：“著作人格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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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就此认为：“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在作者死亡之后能够仍然存在，并受法律保护 （有限期的或

无限期的），说明了一个确凿的事实：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在作者的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之后依然存在。

这一点，就是连主张公民死亡之后没有资格享受权利、不能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的学者也不得不承

认。”瑓瑥 正是因为著作人格权的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著作权具有 “人格 －财产”一体性。当然，
人们对著作人格权的这一认识，与 “作品体现人格”的美学思潮紧密关联，而后者亦有其哲学渊

源。例如，黑格尔就认为，作品 “不是首先就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是通过精神的中介才变成直接

性的东西，精神把它内在的东西落实为直接性和外在性的东西。”瑓瑦

然则，所谓的著作人格权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作品虽然经由作者劳动而形成，凝结了作者

的智慧和思想，但劳动过程并不影响权利对象的性质。瑓瑧 例如，白布经泼墨而成名画，布和墨并不

因渗入劳动而成为人格。反过来也可以说，权利对象具有确定性，不评价其如何形成。例如，所有

权的对象为物，物的形成会影响其权利归属，但却不属于所有权对象的内容。瑓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作品体现人格”是对 “作品源自人格”的误读，作品与人格截然二物。瑓瑩 在谈到隐

私权与版权时，沃伦和布兰代斯也认为：“个人被赋予决定其成果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这种权

利完全独立于被表达的思想、知觉的物质载体或表达方式。它独立于任何的物质存在，如说出来的

话、唱出来的歌、表演形成的戏剧。”瑔瑠

如果著作人格权在法律上不成立，那么所谓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维护作品完整权又是

什么权利呢？发表权是作品利用的表现，与复制、发行、改编等行为并无不同。瑔瑡 作品发表无论是

商业目的还是传播目的，均不影响作品的财产属性。修改权也是财产权行使的体现，好比所有权人

对自己的物享有变更、修缮的自由一样。需要说明的是署名权和维护作品完整权。一种流行的意见

认为，凡是未经同意使用他人姓名均属姓名权侵权，如冒用他人姓名到银行贷款、冒用他人姓名上

学等；反过来说，使用自己的姓名则是姓名权行使的体现，因此在作品上署名自然就属于人格权。

但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具有他为性，姓名起了就是给他人叫的，因此只要不干涉他人取名、更名

的自由，不侵害姓名上的财产利益，以及可能承载的隐私利益，任何人均有权使用他人姓名。瑔瑢 同

理，自己使用自己的姓名，未必就是在行使姓名权，也可能只是表明物与主体的关联，或者说只是

为了公示，如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等。

本文认为，作品署名的目的在于满足作品公示的需要，即表明作品的归属。正因为如此，法人

虽无思想，但仍可作为作者并署名；瑔瑣 非实际创作者在作品上署名，即便有违行政法规、学术规范，

也未侵害实际作者的人格权。这与人格权的专属性截然不同。但与此同时，在作品中署名也是公众

的审美需要，因而也攸关社会公共利益：人们阅读作品，尤其是好的作品，总有透过作品了解作者

的冲动；反过来说，了解作者的生平、品格，亦有助于理解作品本身。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如果说署名旨在表明作品的准确归属，维护作品完整则旨

在确保作品本身的准确性。所以，有学者指出：“法律无期限地保护署名权、修改权和作品完整权，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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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同注③，第４３页。
［德］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第７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４ ９５页。
参见李琛：“质疑知识产权之 ‘人格财产一体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７０ ７１页。
参见注②，房绍坤、曹相见文，第１５１ １５２页。
参见注②，房绍坤、曹相见文，第１５９页。
ＳａｍｕｅｌＤ．ＷａｒｒｅｎａｎｄＬｏｕｉｓＤ．Ｂｒａｎｄｅｉｓ牞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牞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牞Ｖｏｌ．４牞Ｎｏ．５牗１８９０牘牞ｐ．１９９．
参见注瑓瑤，第４２页。
参见注②，房绍坤、曹相见文，第１５３页。
法人成为作者之际，实际创作人与作品的关联被切断，说明这种关联并不具有专属性，法人作品的规定与署名权中隐含的

假定不能相容。参见注瑓瑧，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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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保护一种事实真相，即某作品由谁创作，真实面目如何。”瑔瑤 正因为署名权、维持作品完

整权具有公众审美上的公益属性，所以署名权和完整权不能转让，不能让他人在作品上随便署

名。即使作者已经过世很长时间，他人也不能混淆作者与作品的归属关系，不能破坏作品的完

整性。瑔瑥

（四）财产继承与身后自主

财产继承和所谓的身后自主权也常被作为否定权利生死机理的例证。因为这两种情形都似乎给

人这样一种印象：死者遗愿主导了法律效果，对生者产生法律拘束力。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１财产继承意思说是一种误解。按照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法则，所有权人死亡后，
其财产失去归属主体，因而可能成为无主物。但由于存在继承制度，所有权人死亡后，遗产一并由

继承人取得。关于财产继承的根据，有意思说、家族协同说、死后扶养说之分，三者分别将继承的

效力诉诸被继承人的意思、家族协同生活以及扶养亲属之需要。瑔瑦 其中，意思说为比较法上的主流

学说，且不因继承形式不同而有异，因为法定继承可视为是对被继承人意思的推定。瑔瑧 我国大陆历

采死后扶养说，但学者认为应确立以意思说为主、死后抚养说为辅的理念。瑔瑨 一般而言，死者既已

死亡，当无权利能力，所谓意思自不应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意思说示人以如此印象：死者意志

穿越了生死线、人死但意志效力不死。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有学者认为，继承权是被继承人财产所

有权的延伸。瑔瑩

但这只是误解。人死之后权利能力消灭，其生前意思对生者不应具有拘束力。但尊重死者遗愿

是人类的普遍伦理，所谓死者为大、慎终追远。正是考虑到这一伦理道德及死后亲属的扶养需要，

法律才赋予死亡这一事实以物权变动的效果，而不是任由被继承人财产处于无主物状态。因此，虽

然被继承人的所有权是继承权的前提，但不能由此认为继承权是被继承人所享有的一种民事权利。瑖瑠

死者意志无法穿越民法的生死线，身后财产权亦不存在。

２所谓身后自主权也不足取。财产继承处理身后财产关系，身后自主权则涉及死者人身 （主

要是人格组成部分的）安排。在身后自主权中，最常见的案件是使用冷冻精子生育后代以及利用脑

死亡妇女生产婴儿。瑖瑡 如在Ｈｅｃｈｔｖ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Ｃｏｕｒｔ案中，法院认为：“死者 （享有的）与所选择的妇

女生育的权利，不能让某些合同第三人替代，其 ‘宪法权利’必须受到 ‘精心呵护’。当然，其所

选择的受赠人可自由选择是否与死者精子结合并受孕，但不能把死者的 ‘基本权利’转让给他

人。”瑖瑢 此案提出的问题是，死者生前的意图与作为人体组成部分的精子结合后，是否真如判决所

言，具有穿越生死的效力？

人是伦理、道德与社会的存在。人格与物的关系，不能单纯用自然的眼光来看待，而须经受伦

理与道德的评价。因此，原本为外在的客观之物，在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后，也具有了伦理、道德属

性，因而内化为人格的一部分，例如装入口腔的假牙、嵌入心脏的支架。反过来说，原本作为人格

的身体组成部分，即便与人体发生分离，若系依主体意思为保持身体功能，或其后再与身体结合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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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瑖瑢

同注瑐瑡，第２６页。
参见郑培、王坤：“从 ‘抽象人格’到 ‘人格要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９７页。
参见史尚宽：《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 ６页。
参见注瑔瑦，第４页；陈益民：“谈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统一”，《政法论坛》１９８６年第５期，第７８页。
参见冯乐坤：“继承权本质的法理透视”，《法律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５３页。
参见周强：“论继承权”，《法学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８页。
参见注瑔瑩，第８页。
参见注瑏瑢，第３１页。
同注瑏瑢，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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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则构成功能上的一体性，仍属于人体的一部分。瑖瑣 就身后自主权而言，虽然存在权利主体的遗

愿，但在主体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身体组成部分能否具备功能上的一致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在现

代科技背景之下，身体组成部分可以脱离母体而存在，亦可与其他任何主体相结合，因此，是否存

在明确的主体依归非其必要条件。既然存在权利主体的遗愿，即意味着身体组成部分在主体死亡前

已获得功能一致性。此时，无论作为母体的权利主体是否死亡，也无论是否与新的主体结合，均不

失其人格意义。但即便在主体死亡的情况下，使身体组成部分具有人格意义的理由，不是因为死亡

主体的意思继续发生效力，而是因为身体组成部分的生物存在具有独立性。瑖瑤

二、死者 “人格”的利益结构

既然权利能力有其本质规定，民事权利无法突破生死机理，所谓的例外又都不成立，那么，我

们常说的 “死者人格”又是什么？其上存在何种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结构？

（一）死者 “人格”的意义脉络

一旦坚持权利能力的存亡法则，承认民事权利的生死机理，即意味着死者 “人格”直接保护模

式之不成立，而否定死者享有人格权的立场在学术界也居于主流地位。诡异的是，即便否定死者

“人格”直接保护的学者，也普遍使用死者人格权、人格利益的表述，这又似乎在告诉读者，死者

人格利益并不因死亡而消失。本文认为，“死者人格” “身后人格”等提法是无意义的。因为从语

法上看，无论如何强调死者人格、身后人格的特殊性，“死者” “身后”作为定语，均表明了人格

的主体归属，瑖瑥 这与死者并非人格主体的结论是冲突的。瑖瑦

虽然学界对死者是否享有权利等问题意见不一，但在法政策上须对死者 “人格”加以保护却是

共识。换言之，死者不是民事主体、不享有民事权利，并不意味着身后 “人格”不受法律保护而沦

为恣意侵害之对象。瑖瑧 道理似乎只是出于这样一种感性认识：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死后

会怎样也是大家关心的事情。如果法律漠视死者 “人格”，实在有违人类 “死后留得好名声”的伦

理期待。瑖瑨 但法律保护毕竟不同于伦理期待，毕竟死者没有意志、没有生命，不能承受任何法律效

果，也无法为其设立监护人或代理人。不过，死者 “人格”不存在、死者利益无须保护，并不意味

着死者在法律世界里不留痕迹地消失了。瑖瑩

从认识论的角度上说，人类世界不是简单的 “主观－客观”二元结构。为了认识复杂的客观世
界，人类必须借助于符号系统，由此产生了认识论上的新问题：“人面对的不是一个客观世界，而

是一个符号世界，人只是通过符号来与客观世界打交道。客观世界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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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２４页。
遗憾的是，在 “沈新南等与刘金法等胚胎继承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虽然认识到胚胎不能继承，但未明确其人格属性；二

审法院则直接回避了对胚胎性质的认定，从监护权、处置权角度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胚胎享有监护、处置的权利。参见江苏省

宜兴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宜民初字第２７２９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锡民终字第１２３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小玉、齐晓霞：“论死者生前权益的法律保护”，《法学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５１页。
如张新宝教授认为，死者既已死亡，利或不利均无意义，所以对 “死者名誉”的保护，绝非对死者权利的保护。还有学者

指出，“死者权利”是一个不具有任何内涵和外延的虚构概念。参见注⑤，张新宝书，第３６页；注瑖瑥，第５３页。
参见注瑑瑡，张善斌文，第１３２页。
参见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１７页。
参见陈信勇：“论对死者生命痕迹的法律保护———兼与孙加锋同志商榷”，《法律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３期，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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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世界只能表现为符号世界。”瑘瑠 正因为如此，卡西尔主张用 “符号的动物”来定义人。瑘瑡 这一见

解在法学上也颇具启发意义：自然人死亡后，一切关于他的认知都化为符号，成为符号世界的一部

分。死者 “人格”即指关于死者的认知符号，其实就是死者生前形象，所以说它根本就不是人格。

符号世界既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破坏符号世界就必然影响现世的法律世界。死者 “人

格”由此存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二元结构。

（二）死者 “人格”与公共利益

关于死者生前形象中的公共利益，即便对死者 “人格”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在此问题上的

立场也趋于一致。如佟柔先生虽然认为死者应享有某些人格权，但也认为这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

原因。瑘瑢 本文认为，死者 “人格”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须从社会利益本身出发，并存在认识论和实

践论两个层面。

就认识论而言，真实的符号世界是社会认知的前提，破坏符号世界的真实性构成对公共利益的

侵害。符号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历史，“真实是一切历史取信于人的条件”。瑘瑣 人死之后，其事

迹、形象化作历史，虽然有浓有淡、或明或暗，但任何人均不得歪曲和篡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法律对死者 “人格”的保护，“既不是死者生前愿望所决定的，也不取决于任何朋友或亲

属的愿望，而是法律秩序的和谐发展所使然。”瑘瑤

就实践论而言，具有高尚品格、坚韧意志的英雄烈士、历史人物具有道德引领功能。这种功能

是对社会而非个人而言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那些舍生取义、舍己为人、自强不息的

人的引领，否则人类社会将面临礼崩乐坏的道德危机，进而逐步侵蚀制度安全。正是因为英雄烈

士、历史人物在实践论上的功能，有些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即便难以获得科学依据，人们通常也不

否认其存在。典型体现是，在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上帝的存在无法得到证实，但 《实践理

性批判》仍承认 “上帝不死”命题。《民法典》第１８５条规定英雄烈士的保护，道理也在于此。

（三）死者 “人格”与个人利益

死者生前形象在构成符号世界中的公共利益之外，还存在个人利益。对此，学界的有力学说是

近亲属权利保护说，此又分为两种学说：一是近亲属名誉保护说，认为保护死者 “人格”实际上是

保护近亲属的名誉。瑘瑥 在论述死者 “人格”与近亲属的关系时，该说认为，基于死者生前的社会关

系，死者名誉与近亲属紧密关联，构成近亲属名誉之一部分。瑘瑦 二是近亲属祭奠或追思利益保护说，

主张近亲属对死者生前形象享有怀念、祭奠、追思或美好情感的法律利益。瑘瑧 关于该说之论据，史

尚宽先生谓：“于自然人死后，其遗属为保护死者之名誉、秘密或纪念，系根据自己之权利，因自

己人格利益之受侵害而有诉权。此权利在内容上为另一新权利，其遗属为尽虔敬孝行，而有内部的

利益。”瑘瑨

本文赞同第二种意见。在死者 “人格”已化为符号的情况下，破坏死者生前形象既非侵害死者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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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法：“２０世纪的哲学难题：符号世界的发现及其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１页。
参见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５页。
参见注瑐瑧，佟柔书，第９８ ９９页。
黎澍：“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１５４页。
同注⑥，麻昌华文，第３５页。
参见注⑤，魏振瀛文，第９页；翁静晶：“论中国死者名誉保护”，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６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７０页。
参见注⑤，张新宝书，第３６ ３７页；刘国涛：“死者生前人格利益民法保护的法理基础”，《比较法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第１４６页。
参见王全弟、李挺：“论死者人格精神利益的民法保护”，《法治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第４５页。
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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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也无法侵害近亲属的名誉，而是对近亲属祭奠、追思利益的侵害。

其一，人格具有专属性，即人格特定于主体，此种专属性并不因人格具有主观性而丧失。因

此，死者的名誉无法归属于近亲属，近亲属的名誉也不可能构成死者的名誉。认为近亲属之间人格

利益相互影响的意见，实为对人格主观性的误解。在物质性人格之外，精神性人格空灵而又变动不

羁。就精神性人格而言，除法定人格权和身份权之外，尚存在诸多非法定的人格利益，后者未必均

受法律保护。例如，亲属之间相亲相爱至为普遍，但法律却并不加以保护，故在亲属人格利益受损

时，其他亲属再愤怒或悲伤，也无法自行提起诉讼。此外，近亲属名誉保护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

若死者无近亲属，侵害死者 “人格”的行为是否合法？无近亲属的死者 “人格”是否需要保护？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难道意味着死者也要分成三六九等从而享受不同 “待遇”？

其二，自然人生前表达亲密感情的方式与死后大为不同。人死之前，其与近亲属之间的相亲相

爱可以通过语言、行为进行表达，对方既可进行回应亦可予以回绝，此种感情可通过道德进行调

整，或经由公序良俗、禁止侵害他人权利等原则予以限制。但人死之后，死者无法说话，也无法做

出行为，因此近亲属对死者的追思、祭奠就成为近亲属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从而有受法律保护的

必要。在中国，家族曾经承担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它具有延续性，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

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瑘瑩 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亲属之间相亲相爱的和睦追求，尤其有保护的

必要。

三、死者 “人格”的法律救济

在死者 “人格”的三重利益结构上，法律应如何确定其救济范围、规范基础和保护期限？这要

求我们秉持体系的思维，打通公、私法的任督二脉，在兼顾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体

系的规范效果。

（一）救济范围

就作为死者 “人格”的 “名誉、荣誉和隐私”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

一是，死者 “荣誉”与 “名誉”是何关系？我国立法向来有将名誉与荣誉并列规定的惯例，

《民法通则》《民法总则》 《民法典》概莫能外。就此而言，立法者是将二者作为独立权利来对待

的。但在理论上，关于荣誉能否为独立权利，学界存在独立人格权说、瑝瑠 身份权说、瑝瑡 非独立权说瑝瑢

的争论。本文赞同非独立权说：荣誉的本质是对行为人的社会评价，虽然其与名誉一样都是外部评

价，但与行为人的努力、品行直接相关，构成行为人尊严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人的事物。虽然

其在授予主体、表征内容上均与名誉不同，但只要它仍系针对行为人的社会评价，此种不同就不具

有规范意义。事实上，与名誉需要逐渐积累一样，荣誉也需要努力；授予荣誉之后，荣誉即以名望

的形式构成名誉的一部分。瑝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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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３页。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４页；张红：“《民法典各

分编 （草案）》人格权编评析”，《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１９页。
参见注④，王利明书，第４７９页。
参见温世扬：“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评议”，《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６ ７页；张新宝：“人格权法的内部体系”，

《法学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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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隐私作为死者 “人格”的保护范围是否妥当？本文持否定立场。其一，真实性是符号世

界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要求，禁止对死者 “隐私”的探究，将有损于此种真实性，从而有碍于人类认

识世界。而历史上的许多未知之谜，正是通过历史考古才获得真相的。因此，披露死者 “隐私”不

应构成侵权。瑝瑤 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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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条曾将死者 “隐私”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但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人格权

编》没有沿袭立法惯例，《民法典人格权编 （草案）》直到三审稿才予以规定。这表明立法者最初

对死者不享有 “隐私”有着充分的考量，只是后来才没有坚持住立场。

因此，从解释论上看，死者 “人格”的保护范围应以 “名誉”为限，保护了死者 “名誉”就

维护了死者生前形象。

（二）规范基础

既然侵害死者 “人格”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侵害，那么，对其进行刑事制裁乃属可能。而刑法

介入既避免了利益归属主体问题，也体现了法律部门的分工与合作。瑝瑥 据考证，在将毁誉行为犯罪

化的法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明确规定，侵犯死者 “人格”行为属于毁誉犯罪。瑝瑦 就理论基础而

言，一般认为，死者 “人格”侵权行为损害了在世者的权利；也有少数国家和地区认为，对死者的

“毁誉”行为侵害的是死者的 “名誉”权益。瑝瑧

我国 《刑法》第２４６条第１款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本款虽然规定毁誉行为

构成犯罪，但并未明确作为侮辱、诽谤对象的 “他人”包含死者，依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对 “他

人”作扩大解释。于此背景下，要确立死者 “人格”保护的刑法诉权，只能通过修法进行，这显然

存在很大难度。事实上，这也没有必要。因为刑法调整的是严重侵害社会关系的行为，而与公然侮

辱或捏造事实诽谤生者的行为相比，损害死者生前形象的社会危害性要小得多。既然侮辱、诽谤生

者的犯罪原则上 “告诉才处理”（《刑法》第２４６条第２款），则在维护死者生前形象的目的上，由
公民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起到同样效果。换言之，死者 “人格”保护的请求权基础完全可以在民法

内部解决。

那么，如何看待 《民法典》规定一般死者保护与英雄烈士保护的关系呢？在 《民法总则》立

法过程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民法一般性保护死者 “人格”的情况下，单独为英雄烈士设置保

护条款殊无必要，且有违平等原则。现在看来，这种意见并无道理。其一，《民法总则》的英烈条

款首次在立法上认识到了英雄烈士 “人格”在实践论上的公共利益，独具慧眼。其二， 《民法总

则》规定英烈条款的目的，不是为英烈设置双重保护请求权，而是通过公益诉讼解决英烈后继无人

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有学者提出由社会组织或国家机关来保护死者 “生命痕

迹”的主张。瑝瑨

从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上看，《民法典》第１８５条为英雄烈士的身后 “人格”提供了无期限的

保护：即便数百年以后，英雄烈士的 “人格”被侵犯，仍可通过公益诉讼获得救济。本条所规定的

公共利益旨在为英雄烈士提供救济机会，而非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当然，本条规定的公共利益

应进行目的性限缩：活着的英雄虽然也具有公共利益，但其救济完全可在名誉权项下解决，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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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本条；死去的英雄、烈士如果有近亲属的，也不应适用本条，而是按照一般死者 “人格”诉讼

处理。这就将英雄烈士保护条款置于补充性地位，而赋予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基础性地位。
（三）保护期限

《民法典》第９９４条将死者 “人格”保护的请求权主体限定为近亲属。这就意味着，对死者生

前形象的保护存在期限，而且期限并不长。那么，这能否妥当保护死者 “人格”上的多重利益？本

文认为，对此问题的回答，应从价值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思考。就价值而言，死者生前形象上的公

共利益并不因时间流逝而消失，也不因死者为英雄烈士还是普通民众而有区别。即便是近亲属的祭

奠、追思利益，虽然人们对死者的印象随时间逐渐淡化，但在崇尚家族传统的中国，先辈早已凝聚

成家族的符号，其生前形象也有保护的必要。但在事实上，对死者生前形象的保护如果过于漫长，

将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比较法上也没有将死者生前形象永久保护的先例。因此政策上宜对

英雄烈士加强保护，而将一般死者生前形象保护的请求权主体限于近亲属。

有疑问的是，立法在作政策考量之时，于英雄烈士和普通民众之间，是否存在泾渭分明的界

限？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具有重大公益但无近亲属的历史人物，在认识论和实践论上的公共利益未

必比英雄烈士要弱，如不予以保护不仅将违反平等原则，也与此种利益衡量的标准相悖。但此种情

形确实超出 《民法典》１８５条的规范目的。本文认为，解释论上宜采漏洞填补的方式，将那些具有
重大公益却无近亲属的历史人物纳入 《民法典》第１８５条的保护范围。

结　语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夫子诚不我欺。一旦认识到死者 “人格”保护旨在

维护死者生前形象，了解了死者 “人格”的规范意义，就揭开了死亡在法律世界的神秘面纱。既然

民事权利的生死机理、权利能力的存亡法则未被突破，那死者就不能是任何权益的归属主体。但死

者并未从法律世界中消逝，其生前形象作为符号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存在认识论、实践论上的双重

公益和祭奠、追思的个人利益，不可谓不重大。不过，对死者生前形象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动

用刑罚手段，其请求权基础完全可以在民法体系内解决：《民法典》第９９４条具有基础性地位，第
１８５条则起补充作用。但 《民法典》在进行体系协调时，如何界定具有重大公益的 “历史人物”，

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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