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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和方法独特性
———以 《民法典》人格权编为分析对象

王利明*

内容提要: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对人格权的一般规则和各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全面确

认了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项人格权,并保持人格权益保护范围的开放性,同时,《民法典》人格

权编还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发展的需要,增加了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实现了人格权保护的

全面性。与此相适应,人格权编保护人格权的方法也具有独特性,其一方面规定了多种人格权保

护方式,有效协调了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关系,实现了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另一方面,人

格权编有效协调了人格权保护与公共利益、舆论监督等价值之间的关系。此外,人格权编还注重

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结合,注重对侵害人格权行为的事先防范和事前预防,从而发挥损害预防

功能,这也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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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 《民法典》编纂在中国民事立法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各项具体民事权利中,

人格权得到系统地确认与保护也是我国 《民法典》的最大亮点。我国 《民法典》在博采传统大陆

法系法典体系优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人格权作为独立一编进行规定,克服了传统大陆法系民

法典 “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自成体系,与物权法、合同法等并列,成为

《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相对应,形成了体系

上的逻辑自洽。这一模式也开创了现代民法典的先河,为世界各国应对21世纪互联网、高科技

时代共同面对的人格权保护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在独立成编的人格权编中,人格权

保护的全面性和保护方法的独特性是其主要特色。本文拟对此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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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

我国 《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全面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落实十

九大关于强化人格权保护的精神,维护人格尊严。而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也是实现人民群众美

好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社会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在人们的

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之后,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必然提升。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

点,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且不久将全面实现小康,在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的精神需求更加强烈,人们不仅要吃得饱、穿得暖,还要求过上更

加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要单设人格权

编,全面确认和保护人格权。人格权编对人格权益的保护是十分全面、周延的,其特点主要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确认了各项人格权。《民法典》首先在总则编的 “民事权利”一章中,将人格权

的保护置于各项民事权利之首,第109条确认了一般人格权,第110条确认了自然人享有的各项

具体人格权,以及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的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第111条规定了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民法典》人格权编将总则编的规定进行了全面展开,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

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

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这实

际上是对总则编上述规定的具体展开。应当看到,人格权编第二章至第六章就是围绕着各项人格

权而做出的规定,如果说人格权编构建了自身完整的体系,那么其总则是人格权编的一般规定,
而分则是关于各项具体人格权的规则。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 《民法典》所规定的具体人格权

类型其实并不完全限于上述几种,一些人格权实际上是包含在上述人格权的权能之中的。例如,
《民法典》第1011条关于行动自由权的规定,是包括在第二章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之中

的,但实际上,该项权利虽然与这三项权利存在联系,但也有区别,完全可以单独成为一项人格

权。再如,《民法典》第1029条和第1030条规定了信用的保护规则,其将信用规定在名誉权中,
作为经济名誉加以保护,但严格地说,信用权与名誉权存在差别,名誉权很难涵盖信用权,信用

权可以单独作为一项权利存在。总之,我国 《民法典》对人格权所列举的种类之多、内容之全

面,在古今中外的立法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保持了人格权益的开放性。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现人格权的法定

化,并为人格权的行使和保护确立规则,但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人们不可能完全

预见人格权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对人格权的类型进行周延列举,如果将人格权的保护范围限于法

定的情形,则不仅不利于人格权的保护,反而会妨碍人格权的发展以及对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因此,《民法典》对人格权保护范围的规定必须保持必要的开放,而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正

是体现了人格权法定性和开放性的结合。一方面,《民法典》第990条第1款关于具体人格权的

规定,在表述上就使用了 “等权利”的表述,而第990条第2款对一般人格权作出了规定,实现

了对人格权益的兜底保护,适应了新型人格利益保护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强化对新型人格利益的

保护,《民法典》第990条第2款还专门使用了 “其他人格权益”的表述,就是为了实现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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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范围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在人格权编分则中,各项具体人格权益的许多表述中其实都体

现了这种开放性的精神。例如,《民法典》第100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自然人的生命

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生命尊严的规则可以

扩张到对人体胚胎、胎儿、遗体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对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再如,《民
法典》第1034条对个人信息也采用了兜底性的开放式表述。

需要指出的是,《民法典》第110条规定实际上对 《民法总则》第110条也作了适当的修改,
《民法总则》第110条第2款关于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权利表述为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

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但 《民法典》第110条已经将 “等权利”几个字删除,表明了法

人、非法人组织所享有的人格权仅限于这三种,而不具有开放性。但自然人的人格权保持了开放

性,从而更加突出 《民法典》人格权编主要是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
第三,《民法典》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发展的需要,增加了新型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不仅保护各项具体人格权,而且保护人格利益,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

的各种新型人格利益。我国 《民法典》单设人格权编,适应了高科技和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21
世纪是高科技和信息爆炸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价值中立性,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

面,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

的组织方式;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一旦被滥用,其可能反过来损害个人的生命健康、隐私以及个

人信息等人格权益,从而损害人类的福祉。〔1〕因此,需要保护各种新型人格权益。从 《民法典》
人格权编的规定来看,其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保护新型人格利益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格权编的体系设计凸显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优越地位。生命

权除了包括生命安全外,还包括了生命尊严。健康权的范围也已经从狭义上的身体健康或生理健

康而发展为既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2〕 《民法典》人格权编不仅扩张了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的内涵,而且强化了对这些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例如, 《民法典》第998条规定: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

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依据本条规定,认

定行为人侵害人格权时,需要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等因素,但该规则并不适用

于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情形,这也体现了对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等物质性人格权的优先保护。
二是对姓名权、名称权的扩大保护。《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

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

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该条将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

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纳入保护范围,扩张了姓名权、名称权的保护范围。本条作出此规定的

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符号与特定主体的身份存在直接关联,行为人冒用这些笔名、艺名以及

网名等,将损害特定主体的公众形象,甚至损害个人的人格尊严。〔3〕例如,行为人冒用他人笔

名发布信息,足以产生身份混淆的,权利人有权依据姓名权的规则向行为人提出请求。正如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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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明:《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危机及其侵权法应对》,载 《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参见崔建远:《姓名与商标:路径及方法论之检讨》,载 《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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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先生所指出的,“凡在社会交易及生活上具有识别性功能的标志,均应纳入受 ‘姓名权’保护

的范围”〔4〕。另一方面,某些笔名、艺名、网名具有一定的商业利用价值,对此类符号的权利人

提供保护,也有利于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扩张姓名权和名称权的保

护范围,可以说是满足了实践的需要。
三是规定了声音的保护规则。随着计算机、人工智能算法和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声音与个

人身份的关联性越来越紧密,其利用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利益。〔5〕个

人的声音利益值得保护,已经有比较法上的先例,〔6〕我国 《民法典》第1023条第2款也规定,
“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就把声音视为一种新型的人格利

益,从而能适应未来人格利益发展的需要。
四是确立了禁止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的规则。从实践来看,深度

伪造技术以换脸技术为典型,“AI换脸”可以随意替换视频角色面部,出现了 “只需一张照片,
出演天下好戏”的情况。行为人伪造他人形象用于色情影片、广告宣传等,可能给受害人造成严

重损害。对此,《民法典》第1019条第1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

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对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的规则

作出了规定,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五是明确将个人私人生活安宁规定在隐私权之中。为适应互联网、高科技发展的需要,《民

法典》人格权编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规定了私人生活安宁受法律保护的规则,并通过反面列举的

方式,对侵害私生活安宁的各种典型方式作出了规定。私人生活安宁是个人最重要的 “福利性利

益”,是 “美好人生的基本条件”,〔7〕也是重要的民生事项。维护私人生活安宁,就是维护个人

自由和精神生活的自治,为个人个性的充分发展提供空间,使个人能支配私生活领域的各项事

务,孟德斯鸠将其视为个人自由的重要内容,政府因此负有确保个人享有此种安宁的义务。〔8〕

按照康德的观点,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但由于人具有 “非社会性”的 “动物本能”,这将驱使个

人滥用其自由,干扰他人的安宁与幸福,这就需要通过法律构建秩序,以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

宁。〔9〕《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等法律虽然规定了人格权,但不足以全面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偷

拍、偷录、垃圾短信、垃圾邮件、“人肉”搜索、非法泄露和倒卖个人信息等侵扰个人生活安宁

的不法行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民法典》人格权编以一般人格权的方式明确人格尊严受法律

保护,对个人信息、私人生活安宁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手段,并明文禁止非法进入、窥视、拍摄他

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非法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非法拍

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同时明文规定预防和禁止性骚扰,等等,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人

们的精神利益,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有力地了维护个人的生活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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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鉴:《人格权法》,2012年自版,第139页。
参见杨立新、袁雪石:《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载 《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例如,《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第15条第1款规定:“未取得本人明确授权的,不得利用其肖像和声音,或在本人已

死亡时,只能按顺位经其配偶、卑血亲、尊血亲或兄弟姐妹同意,方可利用之。”
参见方乐坤:《安宁利益的类型和权利化》,载 《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
参见前引 〔7〕,方乐坤文。
参见陈乐民:《敬畏思想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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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扩展了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民法典》人格权编第1034条第2款采用了可识别性的标

准,将个人信息规定为 “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

人的各种信息”。可识别性的标准不仅限于身份信息的判断,也同样适用于活动信息,从而扩展

了个人信息的内涵。尤其是在该条中增加了身份识别信息、行踪信息、健康信息等,这也适应了

互联网、高科技时代的需要,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七是 《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了人格权保护的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于人身权的保护。 《民法

典》总则编和婚姻家庭编等有关身份权制度的部分主要规定的是身份权人所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

义务,而并没有规定他人侵害身份权人权利时的救济规则。例如,《民法典》总则编规定了监护

权人的权利义务等,但并没有规定第三人侵害监护权的责任。此时,允许参照适用人格权编的规

则是十分必要的。例如,行为人侵害他人监护权,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关系,受害人可以请求精

神损害赔偿。允许身份权的保护参照适用人格权的规则,有利于弥补身份权立法规定的不足。
当然,《民法典》对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也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的现实需要相结合,

而不能过于超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同时,在人格权保护中也要注重协调人格权保护与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例如,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民法典》并没有采

用 “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而是使用了 “个人信息保护”这一表述,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立法

者担心采用个人信息权的表述后,将赋予个人过大的控制其个人信息的权利,从而影响个人信息

以及数据的共享、利用。从世界范围来看,收集、共享数据的方式日新月异,数据产业蓬勃发

展,但这也使得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产业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在我国现阶段,既要注重保

护个人信息,也要兼顾数据产业发展的需要,鼓励数据的开发、利用和共享。例如,数据产业的

发展在客观上需要数据共享,其中包含大量的个人信息,在数据共享中,需要解决数据开发以及

共享是否需要个人同意的问题。所以,《民法典》只是采用了 “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没有使用

“个人信息权”这一概念,但不能因此忽视个人信息的保护,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实施的过程中,
既要依法保护个人信息,也要保护数据产业的发展。

二、人格权保护方法的独特性

(一)保护方式的独特性

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重要目的是规定人格权的独特保护方式,从而实现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主要通过恢复原状或损害赔偿的方式对人格权进行救济,现代欧洲统一侵权法

规则也只有损害赔偿和恢复原状两种救济方式。〔10〕从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来看,其

专门规定了人格权的特殊保护方法,这些方法无法被侵权责任编的救济方式所涵盖,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第一,确认了人格权请求权制度。所谓人格权请求权,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格权受到侵害、

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时,有权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

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民法典》第995条规定:“……受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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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 《欧洲侵权法基本原则》第六编 “救济方式”,其中主要规定了 “损害赔偿”和 “恢复原状”两种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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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

定。”该条就是对人格权请求权的规定。拉伦茨认为,人格权请求权的内容具有特殊性,即:在

人格权有遭受侵害之虞时,实践中允许权利人请求消除危险;在侵害行为处于继续状态时,允许

权利人请求停止侵害。〔11〕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是否要求行为人构成侵权、行

为人是否具有过错、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以及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因

此,人格权请求权不能为侵权责任编的规则所替代。〔12〕从 《民法典》第995条规定来看,在人

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权利人既可以主张人格权请求权,也可以主张侵权请求权,这就明确了

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的适用关系。此外,该条还明确规定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这就更加有利于权利人主张人格权请求权,更有利于人格权的保护。

第二,规定了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所谓侵害人格权的禁令,是指在人格权正在遭受侵害

或者即将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如果不及时制止侵害行为,将导致损害后果迅速扩大或难以弥补,
此时,权利人有权请求法院发布禁止令,以责令行为人停止相关侵权行为。《民法典》第997条

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

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

为的措施。”禁令旨在及时制止有关的侵害行为,即在人格权正在遭受侵害或者有遭受侵害之虞

时,通过禁令临时制止行为人的侵害行为。〔13〕禁令虽然不能终局性地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

务关系,但也能够有效保护受害人的人格权益,有效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14〕众所周知,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侵权层出不穷,网络暴力不断产生,这些不仅对自然人造成重大损害,甚至

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例如,一些竞争对手恶意污蔑其他企业的声誉和其产品的质量,一条谣

言可能使其产品滞销,甚至蒙受巨大损害。如果按照诉讼程序,权利救济的时间将旷日持久,甚

至是马拉松式的诉讼,等到最后官司终结,企业已经宣告破产了。如何及时制止、遏制这种行

为? 禁令制度就是最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原告可以依据禁令规则向法院申请颁发禁令,对该信

息采取紧急措施,如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方法,当然,权利人在申请禁令时,应当提供

担保,避免造成对方损害。在法院颁发禁令后,当事人可以在法院进行诉讼活动,确定权利义务

关系,这可能是目前依法治网的最好措施。
第三,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多个条款规定了删除、更正等措施,并在特定情形下赋予受

害人更正权、删除权等权利。《民法典》第1028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等媒

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依

据该条规定,在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他人名誉权时,权利人有权请求及时更

正,或者及时删除。人格权编的多个条款都规定了更正、删除规则。〔15〕删除、更正措施是保护

人格权的独特方式,受害人在行使该项权利时,并不需要证明行为人具有过错,甚至不需要证明

行为构成侵权,从而可以及时制止不法行为的发生,维护其人格权益。权利人在请求更正和删除

时,既不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也不需要证明自身损害以及行为人的过错,这就有利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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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谢怀栻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 170页。
参见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载 《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参见江伟、肖建国:《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
参见毕潇潇、房绍坤:《美国法上临时禁令的适用及借鉴》,载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参见 《民法典》第1028条、第1029条、第1031条、第103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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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害人的保护,预防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细化了赔礼道歉的适用规则。我国 《侵权责任法》虽然对 “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

方式作出了规定,但如何适用这一责任形式,无论是 《侵权责任法》,还是 《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都没有细化规定,对此,《民法典》第1000条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行为人拒不

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

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该条对赔礼道歉的具体适用规则作出了规定。
赔礼道歉规则主要适用于名誉权等人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形,因此,在 《民法典》人格权编中对此

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具体适用作出细化规定是科学合理的。
(二)保护方式的多样性

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采用多种方式对人格权提供保护,首先表现在人格权编有效地协调

了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关系,从而实现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人格权保护方式的多样性主要

表现为,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不仅运用自身独特的方式保护人格权,而且运用侵权责任方式

对人格权提供保护。《民法典》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

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此处所说的 “本法”,实际上就是指 《民法典》人格权

编,此处所说的 “其他法律”,就包括了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由于侵权责任的主要形式是损

害赔偿,在人格权遭受侵害之后,如果受害人遭受了精神损害或者财产损失,其可依据侵权责任

编的规定主张损害赔偿。所以,该条实际上也是一个引致条款,将侵害人格权的救济规则引致到

侵权责任编。在人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受害人之所以可以依据侵权责任编的规定主张权利,
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人格权具有对世性,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都需要尊重权利人的权利,不

得非法侵害。所谓对世性,是指人格权作为对世权,除权利人之外的其他人都负有不得非法侵害

权利人人格权的义务。由于人格权可以禁止任何人实施侵害权利人权利的行为,所以人格权也被

称为绝对权,〔16〕在人格权遭受侵害后,权利人有权请求加害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名

誉等民事责任。人格权的绝对性决定了人格权的排他性,这一点与物权、知识产权等绝对权无异,
并像物权、知识产权一样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另一方面,在人格权遭受侵害后,受害人遭受的常常

是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失,受害人在主张赔偿损失时,只能依据侵权责任编的规定提出请求。
在此需要讨论的是,人格权编规定引致条款,与侵权责任编相衔接,是否会导致法律规则的

“双重适用”。首先,必须看到,在人格权遭受侵害或有遭受侵害之虞时,如果单独援引人格权编

的规范能够实现对权利人的保护,则根本不需要双重适用。例如,在个人信息记载错误时,权利

人有权主张对该错误信息进行更正,此时根本无须援引侵权责任编的规则,权利人也无须举证证

明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可以只援引 《民法典》第1037条第1款的规定。
人格权编中的一些规范都可以单独作为请求权基础,无须与侵权责任编相结合。〔17〕但如果受害

人提出了多项请求,就可能需要同时援引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的规则,此种援引本身也是法典

化所要求的。民法的法典化实际上就是体系化,《民法典》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形成完善的体系架

构,为法官处理民事案件提供完备的规范体系。这就决定了,在 《民法典》各编中会出现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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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OttovonGierke,DeutschesPrivatrecht,BandI,Leipzig,1895,S.703.
具体可参见前引 〔12〕,王利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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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条款,这些条款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立法的简洁。据粗略统计,《民法典》中有49个引致条

文,引致条款的出现就意味着法官不能只援引一个条款,完全否定双重引用,否定引致条款的作

用,将增加大量本不必要的规范,这就与实现法典体系化的目标相矛盾。还要看到,法典化的另

一优势在于为法官裁判提供具有体系性的规范,任何一个民事案件的裁判,都需要从 《民法典》
规范中寻求裁判依据,进行体系性的思考,这种引导作用也正是法典化的优势。因此,在具体个

案的裁判中,法官援用多个条款裁判是很常见的现象。还要看到,纵观整个 《民法典》,其中包

含大量的不完全规范,需要结合其他条款适用。这些不完全规范或说明,或限制,或引致,或解

释,或推定,功能不一而足,绝非仅仅是 “提示”。这些不完全规范的性质就决定了其必须与其

他规范共同适用。〔18〕德国民法学者扬·沙普就认为,请求权基础规范和辅助性规范应当结合使

用。因为在 《德国民法典》中,请求权规范的数量远少于辅助性规范,在 《德国民法典》的前三

编中,只有大约50 60条请求权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的规范都属于请求权规范的辅助性规

范,这些辅助性规范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包括补充构成要件的辅助性规范、补充法律效果的辅

助性规范和反对规范 (如抗辩权规范)。法官将大量的辅助性规范相互组合成所谓的请求权前提

(Anspruchshypothese)。
(三)有效协调各种价值的冲突

人格权的保护与其他权益的保护不同,其常常需要平衡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因为人格权不

同于财产权,与其他利益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财产权虽然也可能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如财产权

的行使可能与公共利益、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相冲突,但是相较于人格权而言,其可能性较小,
即使发生冲突,其冲突的复杂程度也低于人格权。在人格权保护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时常会

发生冲突。例如,医生向执法部门披露病人的健康情况,可能会违背其与患者之间的保密义务,
如果披露的内容超过必要限度,也可能构成对患者隐私权的侵害。〔19〕保护公共利益是对隐私权

进行限制的合法理由,较为典型的公共利益包括预防犯罪、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公共健康、社会

道德和福利等。〔20〕

从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来看,其大量涉及对人格权与其他价值之间冲突的协调。
例如:《民法典》第999条有效协调了人格权保护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的关系;《民法典》第

1027条第2款协调保护名誉权与鼓励创作自由的关系;《民法典》第1020条确定了肖像权保护和

合理利用的平衡关系。此外,在隐私保护中,人格权编协调了个人隐私保护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

的冲突;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人格权编还妥当平衡了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正是因

为人格权与其他利益和价值之间存在冲突,这也决定了法官在具体个案中需要对各个因素进行综

合考量。
(四)注重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结合

21世纪是科技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高科技的发明已经使得人类无处藏身,如何强化对

隐私、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21〕在互联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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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参见 〔德〕扬·沙普:《请求权理论》,朱虎译,载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9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121页以下。
SeeNeethling,JMPotgieter,PJVisser,Neethlingslawofpersonality,LexisNexisSouthAfrica,2005,p.245.
参见前引 〔19〕,Neethling、JMPotgieter、PJVisser书,第243 244页。
参见前引 〔1〕,徐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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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信息的传播具有即时性,而且网络环境具有无边界性,受

众具有无限性,这也使得网络环境对信息的传播具有一种无限放大效应,相关的信息一旦在网上

发布,即可在瞬间实现全球范围的传播,相关的损害后果也将被无限放大,因此,更应当重视对

人格权侵权行为的预防。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往往具有不可逆性,损害一

旦发生,将难以恢复原状,甚至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害,这就需要强化对侵害人格权侵权行为的预

防。有鉴于此,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在人格权的保护方面,高度注重预防和救济的有机结合。
在人格权遭受侵害时,侵权责任编侧重于事后救济,而人格权编则注重事先防范和事前预

防,从而发挥损害预防功能,这也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重要价值。人格权编在人格权保护方面注

重兼顾预防和救济功能的具体体现为:
第一,《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从比较法上来看,禁令主要是为

了及时制止不法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从而及时救济权利人。〔22〕我

国 《民法典》第997条对侵害人格权的禁令制度作出规定,强化了对侵害人格权行为的事先预防

功能,为人格权请求权的行使提供了切实的程序保障。事实上,为强化对损害的预防,在 《民法

典》颁行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采用禁令制度保护人格权。例如,在 “杨季康 (笔名杨绛)诉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侵害著作权及隐私权纠纷案”中,行为人虽然尚未实施拍卖

行为,但该行为一旦实施,将侵害权利人的隐私权,此时,权利人可以请求法院颁发禁令,责令

行为人停止相关行为,以防止侵害隐私权行为的发生。〔23〕

第二,规定了有关主体的法定救助义务。我国相关特别法都规定了有关机关的法定救助义

务,〔24〕《民法典》第1005条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

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依据该条规定,在自然人的生命

权、身体权、健康权遭受现实的危险时,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主体应当及时施救,该条规定的目

的在于强化对个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保护,该条既是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也是为了防

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
第三,明确了有关主体防止性骚扰的义务。《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

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

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

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依据该条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

措施,预防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人格权编对有关主体防止性骚扰的义务作出规定,有利于预防和

减少性骚扰行为的发生,其根本上也是为了实现对侵害人格权行为的事先预防。

三、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和方法独特性的关系

我国 《民法典》单设人格权编,有效协调了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与保护方法独特性之间的关

系,表明人格权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强化人格权保护既是现代民法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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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SeeDavidPrice,KoriehDuodu,Defamation,Law,ProcedureandPractice,Sweet&Maxwell,2004,p.231.
参见李恩树:《钱钟书书信案引出新民诉法首例诉前禁令》,载 《法制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5版。
参见 《人民警察法》第21条、《执业医师法》第2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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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也是我国 《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目标之一。〔25〕

从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来看,其一方面实现了人格权保护范围的全面性,另一方

面又规定了人格权保护的独特方法,二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我国 《民法典》人格权编在人格权保

护方面的特色。事实上,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与保护方法的独特性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一方

面,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在客观上要求采用多种方式保护人格权,而不能完全通过侵权法规则对

其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人格权保护方式的特殊性也顺应了人格权保护的全面性,即随着人格权

保护范围的扩张,新型人格权益将不断出现,人格权益的类型不同,其保护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多种保护方式,并随着人格权保护的需要而不断丰富保护方

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格权保护全面性的特点。从域外法的做法来看,人格权主要受侵权

法保护,各国 《民法典》并没有通过独立的人格权编规定各种特殊的人格权保护方式。事实上,
在人格权益保护范围不断扩张的情形下,有必要根据不同人格利益保护的特点而采用不同的保护

方式,如果忽视人格权保护方式的特殊性,而一概采用侵权损害赔偿规则保护人格权,不仅不能

充分保护人格权,反而会削弱对人格权的保护,主要理由在于:
一方面,人格权保护方法独特性决定了其可适用于未构成侵权的情形。如前所述,人格权具

有积极效力和消极效力两个方面。积极效力是指权利人有权支配、控制以及依法利用其人格利

益。与其他的绝对权一样,人格权也具有积极行使的权能。消极效力是指在人格权遭受侵害或者

有遭受侵害之虞时,权利人享有的保护其权利的权能。当人格权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虞时,
权利人有权主张人格权请求权。例如,在权利人的姓名变更请求权被无理拒绝或者征信机构记载

的个人信用记录有误等情形下,只要权利人的权利行使有障碍,即便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构成侵

权,权利人也可以主张人格权请求权,以恢复权利人对其人格利益的圆满支配状态。
另一方面,人格权保护方法独特性具有维持人格权圆满支配状态的功能,这也决定了其更有

利于预防人格权侵权的发生,并防止损害后果的扩大。在财产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大多可以通

过金钱赔偿的方式对权利人提供救济,侵权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而在人

格权遭受侵害的情形下,损害后果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例如,隐私一旦公开,就难以恢复私密状

态。因此,在人格权侵权中,更应当注重对损害的预防,即注重运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

影响等预防性的责任形式为权利人提供救济。人格权请求权的功能在于维持权利人对其人格利益

的圆满支配状态,只要行为人的行为不当妨害了权利人对其人格利益的圆满支配状态,即便该行

为不构成侵权,权利人也可以主张人格权请求权。例如,在信息控制者所收集、公开的个人信息

不准确的情形下,权利人有权请求信息控制者及时更正、删除,而并不需要证明信息控制者的行

为构成侵权,这就更有利于防止损害的发生,并制止损害后果的扩大。如前所述,我国 《民法

典》人格权编注重采用多种方式保护人格权,尤其重视对侵害人格权损害后果的预防。人格权制

度处于发展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格权的类型在不断丰富,由于人格权请求权与人格权

具有不可分性,人格权的发展也必然导致人格权请求权的发展。因此,将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

赔偿请求权分离,能够更好地适应人格权制度的发展趋势,更好地解决人格权保护的新问题。

·21·

〔25〕 沈春耀同志在 《关于 <民法典各分编 (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认为,人格权是民事

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

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徐隽:《民法典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审议》,载 《人民日报》2018年8月28日,第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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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

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26〕《民法典》的生命力在

于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27〕《民法典》要真

正贯彻实施,必须要依靠全社会广泛宣传 《民法典》,使其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进一步增强全

社会的民法意识,为其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学习好、实践好这部法典,才能不断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Abstract:ThePersonalityRightschapterofChinasCivilCodestipulatesthegeneralandvarious
specificrulesofpersonality,fullyencompassingthevariouspersonalityrightsenjoyedbycivil
subjects,andmaintainstheopennessoftheprotectionscopeofpersonalityrights.Atthesame
time,thePersonalityRightschapteroftheCivilCodealsomeetstheneedsanddemandsfromthe
Internetandhightechnology,addingnewrulesfortheprotectionofpersonalityinterestsandre-
alizingthecomprehensivenessoftheprotectionofpersonalityrights.Correspondingtothis,the
methodofprotectionofpersonalityrightsisalsounique.Ontheonehand,itprovidesavariety
ofprotectionmethodsforpersonalityrights,effectivelycoordinatestherelationshipbetweenPer-
sonalityRightschapterandTortLiabilitychapter,andrealizesthecomprehensiveprotectionof
personalityrights.Ontheotherhand,thepersonalityrightssystemeffectivelycoordinates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protectionofpersonalityrightsandthevaluesofpublicinterestandpub-
licopinionsupervision.Inaddition,thePersonalityRightschapteralsopaysattentiontothe
combinationofex-antepreventionandex-postrelief,andpaysattentiontothepre-preventionand
ex-antepreventionofviolationsofpersonalityrights,therebyexertingthefunctionofdamage
prevention,whichisalsoanimportantvalueoftheindependentcompilationofpersonalityrights.
KeyWords:civilcode,personalityrights,comprehensiveness,damage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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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明〕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载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 05/29/c_1126051645.htm,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