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中继承法的修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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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前提下，继承法的修订应遵循体系化，重视传统，保护私有财产，维

护家庭、家族和社会和谐的原则。继承法的修订应从民法典的体系上考虑继承法的内容 ，继承法的规
定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继承法中的各项规则不能相互冲突。 继承法修订时对于优良的历史传
统或民间习俗应予以坚持，对现行法的规则能不改的就应不改 ，对各民族的习俗应予以充分尊重。 继
承法应最大化地保护私有财产权 ，凡合法取得的财产都应规定为遗产的范围 ，应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
围，在遗嘱制度的设计上应最大限度地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 ，减少继承权绝对丧失的事由。 继承法中
应规定特留份，承认继承合同，应规定继承权的放弃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被继承人不得以处分财产
来规避债务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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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继承法》颁布已经 30 年。最近几年法学界一直呼吁修订《继承法 》。2010 年全国人大
会上梁慧星教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修订继承法的提案 ，笔者也在《法制日报》上发文，建议立法
机关应及时对继承法进行修订完善 ，并提出修改完善的主要问题包括： 关于继承权制度、关于遗产范
围、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关于代位继承、关于遗嘱形式、关于特留份、关于补充继承、关于遗
〔1 〕
嘱执行制度、关于遗赠制度、关于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关于遗产分配制度、关于债务清偿等。

在 2014 年民法学年会上笔者提到继承法修订中有三方面的重大问题 ： 一是关于遗产的范围； 二是关
〔2 〕
可以说，最近几年学者对于继承法修订极为关注，有许多研究成
于法定继承； 三是关于遗嘱继承。

果。然而，对于修订的内容，具体制度的完善、补充和构建也有不同的观点。 笔者认为，各种不同的观
点难有对错之分。具体采取何种意见决定于修法的价值目标。 笔者认为，在启动民法典编纂的前提
下，修订继承法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方能修成一部“良法”。

一、体系化原则
继承法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有民法典的国家，继承法均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在潘德克
吞式立法模式中，继承法更成为民法典的一编。 我国的继承法也不例外地为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以下简称《继承法 》） 是以第三次民法典编纂的民法草案 （ 第四
稿） 中的继承编为基础制定的，然而，由于《继承法》颁布时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这一部民事
法律，因此，或是为了需要，或是因无其他法为基础，《继承法》在内容和制度设计上并未从整个民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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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郭明瑞谈继承法之‘大修’”，
载《法制日报》2010 年 3 月 17 日，第 12 版。
〔 2 〕 郭明瑞： “《继承法》修订中的重大问题”，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10 月 22 日，A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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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上考虑。自 1985 年《继承法》颁布以后，我国又相继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
责任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民事法律，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时，编纂民法典再次被提到
日程上。在这种现实的法律环境、立法条件下，修订《继承法 》就应特别注意坚持体系化原则，而不能
仅就《继承法》的修订谈修订。体系化原则，要求整合不同的法律渊源，从而实现条文适用上的协调性
和一致性。坚持体系化原则，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应从民法典的体系上考虑继承法的内容 ，不应由继承法规定的不予规定。 例如，现行《继承
法》第 8 条是关于继承权回复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 。该条中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
年”，这一将诉讼时效期间表达为“提起诉讼的期限 ”显然不妥，应予修正。 而因这里规定的“继承权
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并无不同 ，因此，从体系上考虑，修法
时对于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则不必规定 ，也不应再规定，除非立法者认为该诉讼时效应属于特
别诉讼时效。现行《继承法》之所以规定诉讼时效，与当时并无《民法通则 》规定的时效制度有关。 再
如，被继承人死亡后受孕的胎儿可否继承和受遗赠 ，对此有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 笔者是持否定观点
的。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胎儿的主体地位 （ 权利能力及利益保护） ，还涉及亲子关系的认定。 只
有从胎儿的法律地位及亲子关系的认定上统一考虑 ，才能就被继承人死亡后受孕的胎儿可否继承得
出较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体系化原则的要求，这部分内容应于总则主体制度和婚姻家庭法的亲子
关系中一并规定，而不应在继承法中规定。再如，众所周知，提出《继承法》修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
《继承法》制定的时代（ 1985 年 ） 相比较，私有财产数量、种类、范围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行《继承
法》已不适应这一变化。最近的胚胎第一案还提出胚胎是否为遗产 、可否继承问题。 如果仅就继承法
的适用而言，修订《继承法 》需要对个人财产的变化作出回应。 但从民法体系上考虑，有关财产的类
别、范围等涉及的是（ 法律关系） 权利客体，这应由民法总则规定。还有如死亡推定等问题。 我国现行
司法解释规定：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 ，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
有继承人的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
〔3 〕
人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
这一规定采取死
亡在先和同时死亡相结合的原则 ，虽有利于避免出现无人继承的现象 ，但不完全符合自然人死亡的自

然法则，因此，学者也提出应予以修正，如改为： “死亡人辈份不同的，若晚辈未成年，则推定晚辈先死
〔4 〕
亡； 若晚辈已成年，则推定长辈先死亡。”
从体系上看，死亡推定与自然人主体资格的终止相关，应
与总则中关于自然人死亡宣告的规定相协调 。
二是继承法的规定应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 。 我国在已有基本民事法律的情况下，之所以提出
编纂民法典，其原因之一就是要克服现行单行民事法律重复、重叠、不统一、不衔接等体系性缺失问
〔5 〕
题。
因此，现在修订《继承法 》，要从民法体系化上着眼，使民法各部分的制度相互衔接，不冲突。
例如，遗产是继承权的客体，关于遗产的规定是修订继承法的一个重大问题 。 继承法中关于遗产的规

定不能与总则中客体的规定以及物权法 、知识产权法、债权法等的相关规定相冲突。在修订《继承法 》
的讨论中，关于遗产的争论重点之一就是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房产是否可继承。 对
〔6 〕
此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
但如从《物权法》上规定的物权属性来考察这些权利 ，其作为遗产应不

〔 3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 条。
〔 4 〕 相关论述可参见郭明瑞、
房绍坤： 《继承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5 － 187 页。
〔 5 〕 参见柳经纬： “民商事法律体系化及其路径选择”，
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38 － 40 页。
〔 6 〕 相关争议可参见刘保玉、
李运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探析”，载《北方法学》2014 年第 2 期，第 5 － 14 页； 刘凯湘：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载《北方法学》2014 年第 2 期，第 20 －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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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多少疑问。因为，物权法上的物权，除专为特定人设定的物权〔 7 〕外，在任何国家都为权利人的财
产，可以继承。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为用益物权，如继承法上不承
认其可为遗产，则与《物权法》的规定相冲突。至于农民的房产，如认为城镇居民可以继承，但不能取
得宅基地使用权，且不说没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所有权是否能称得上房产 ，就是合法取得房屋所有
权却不能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观点也与《物权法 》上“地随房走 ”或“房随地走 ”的制度设计不一致。
现行《继承法》第 4 条的规定显然与《物权法 》的规定相冲突，应予删除。 再如，《物权法 》上关于因继
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时间的规定 （ 第 29 条 ） 与继承法上关于继承开始、遗赠效力的规定应相一
致，而现行《继承法》并未规定受遗赠何时发生效力。 受遗赠是否也是于继承开始时生效，就是修订
《继承法》或《物权法》时应从民法体系上考虑的问题。 另外，现行法上的遗赠扶养协议，应与《合同
法》的规定相衔接。作为法定继承人的亲属应与婚姻法或家庭法中的亲属规定相衔接。 并且，《继承
法》上规定的继承开始的时间应与夫妻的共同财产制一并考虑 。按现行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一方继承的财产构成夫妻共同财产 ，而继承人从继承开始就当然取得遗产所有权 。 现实中，有的夫
妻在离婚期间甚至在判决离婚而判决尚未生效期间 ，一方的亲属死亡而可继承取得大笔遗产 ，这笔遗
产就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可予以分割。 这非常不合理，也与被继承人的意思相悖。 这类问题，
只有从体系上考虑，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当然，这里所说从体系上考虑，是就民法典编纂而言的，并
非就是说《继承法》修订时应以其他法的规定为基础，而是说在这些制度的设计上要从整个法典体系
上考虑。
三是继承法中的各项规则之间的关系 、安排应从体系上考虑，相互间不能冲突。 如遗产债务的清
偿与有限继承、遗赠等的关系不能冲突等。 修法讨论中有人提出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顺序，这就
与代位继承相冲突。

二、重视传统原则
继承制度不仅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相关 ，而且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 、习俗相关。一国的
继承制度不能脱离自身历史形成的传统 。在《继承法》的修订中，坚持重视传统的原则，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历史传统或民间习俗，只要不与社会主义道德、法律原则相悖，就应坚持。 例如，我国传
统上是按支继承的。现行《继承法》第 12 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不论其是否有子女。 这一规定，尽管其目的是为了鼓励丧偶儿
媳或女婿赡养老人，但不符合按支继承的传统。按照按支继承的传统，这些人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参与继承的，只能限于没有晚辈直系血亲者。 因此，这一规定应予以修正。 笔者曾主张，若仍坚持现
行继承法作此规定的目的，修法时应改为： 丧偶儿媳对公、婆或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
〔8 〕
务，没有代位继承人的，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再如，民间习俗上，对于将继承人已于被继承人生前
所受的特种赠与归入遗产，并于其应继承份额中扣除。这一习俗有利于平衡继承人之间的利益 ，增进

〔 7 〕 如居住权等类型，
我国《物权法》上未规定。
〔 8 〕 郭明瑞： “完善法定继承制度三题”，
载《法学家》2013 年第 4 期，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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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相互间的团结。因此，《继承法》修订时应增补赠与的冲抵即遗产分割归扣制度 。

二是对于现行法的规则，能不改的就不应改。 我国现行《继承法 》是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解放区根据地就已经实施的继承政策为基础制定的 ，至今也已经施行近 30 年。《继承法 》规定的一些
规则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对此，除非有重大的事由，否则就不应更改。 例如，关于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
序的修订，有的主张，子女为单独第一顺序，配偶、父母为第二顺序； 也有的主张配偶不列入固定的顺
〔10〕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不将配偶列入固定顺序，而将配偶与其他继承人放在一
序。

起参与继承，这与现已形成的传统不相符。 实际上，关于配偶的继承顺序问题，在第一次编纂民法典
时就提起，最终立法机关的意见还是将配偶列入固定的顺序 （ 第一顺序） 。笔者认为，就现在的亲属关
系间的密切程度而言，一般说来，“兄弟姐妹之间的经济和情感上的联系是无法与配偶间的经济和情
〔11〕
因此，对于
感上的联系相比较的，没有理由让配偶与兄弟姐妹于同一顺序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 ”。

将配偶列入固定顺序的现行立法规定 ，不应更改。
三是对于各民族的习俗予以尊重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遗产继承上有不同的习
俗。《继承法》主要是以汉民族的继承习惯为基础制定的 ，现行《继承法 》第 35 条特别规定“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 ，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
定”。在《继承法》修订时，仍应为各民族自治区域根据民族习俗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留有足够
的空间。

三、保护私有财产权原则
保护私有财产权是宪法原则，也是继承法的立法目的。继承权是私有财产权的合理合法的延伸 。
因此，修订《继承法》时，在制度设计上应以最大限度保护私有财产为原则 。
其一，凡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财产，只要不属于人身权利，不论其是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还是财
产义务、财产性法律地位，都应列为遗产的范围。例如，不仅网络财产，甚至连淘宝网上淘宝店也应为
〔12〕
遗产，可予以继承。
当然，从体系上考虑，笔者认为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应在总则中规定。 为

保障自然人合法财产都可继承，有关遗产的范围如何规定，也就成为《继承法 》修订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对此有不同的主张： 有的主张列举遗产的范围； 有的主张不列举遗产的范围，仅规定不得继承的
权利义务； 有的主张从两方面规定，既列举遗产的范围，又规定不得继承的权利义务。 如王歌雅教授
认为，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财产 ，包括： （ 1） 房屋、林木、牲畜、储蓄等不动产或动产所有
权； （ 2） 个人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收益 ； （ 3） 建设用地使用权； （ 4） 可继承的财产债权及其担
保； （ 5） 有价证券载有的财产权利； （ 6） 股权或合伙中的财产权益； （ 7）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益； （ 8） 被
继承人享有的人格权衍生的财产权益 ； （ 9） 互联网中的虚拟财产； （ 10） 被继承人的其他财产权益。 被
继承人的专属性权利和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权利不属于遗产 。 涉及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互联网虚
〔 9 〕 如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 1942 条“赠与的冲抵”规定： “继承开始之前，
继承人因结婚、分居、营业以及

其他事由而由被继承人处获得的赠与的财产应当列入遗产范围，但被继承人生前有相反意思表示的除外。”“前款规定的赠与数
额应当在遗产分割时从该继承人的应继份中扣除。”“赠与的具体数额应当依赠与当时的价值计算。”参见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
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继承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 24 页。
〔10〕 如张玉敏教授主张，
法定继承人分为四个顺序，配偶不固定在某一顺序，可以和任一顺序的血亲继承人共同继承。具体参见张

玉敏： 《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 － 10 页。
〔11〕 同注 8 引文，
第 114 页。
〔12〕 参见郭育艳：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研究”，
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第 116 －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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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拟财产不属于遗产。
张玉敏教授则认为，现行《继承法》对遗产采列举方式在当时或许有其必要性

和合理性，但是，在今天，它已经既没有必要性，也没有合理性，仅单纯规定“继承人承受被继承人的全
〔14〕
笔者认为，
部财产权利、义务和责任，但是专属于被继承人自身，因继承开始而消灭者除外 ”即可。

为避免挂一漏万，以及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在《继承法》修订时，不应对遗产采具体列举方式，而应从
〔15〕
反面规定不得继承的权利义务。

其二，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保护私有财产权，应尽量使私有财产有人继承，而不易出现无人
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现行的《继承法》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仅限于三代内的近亲属，再加之计
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更易出现无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的现象。 如前段时间某高校一副教授的遗产案
〔16〕
因此，学者一致主
就因现行《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人范围过于狭窄而使遗产的处置陷入两难之中 。
《继承法》修法时要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多数学者主张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到四亲等的
张，
亲属。笔者也赞同这种主张。 我国传统上也一直有侄子女继承的传统，这种扩张与传统习俗相符。
当然，这也需要在婚姻法或家庭法中作出相应的回应 。
其三，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近 30 年来，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自己生前处分其财产的现象
日益普遍。这表现在通过遗嘱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及其他事务的，已成为较普遍而非个别的现象。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遗嘱继承已成为遗产继承的主要方式 。 因此，修订《继承法 》时，特别要重视遗
嘱继承制度的完善。现行法关于遗嘱继承的规定，一方面过于简单，另一方面没有以尊重被继承人的
真实意愿为出发点。笔者曾提出，遗嘱继承，涉及遗嘱能力、遗嘱内容、遗嘱形式、遗嘱的执行等等问
题。这些制度的设计，在修法时，都应最大限度地尊重被继承人的意愿 。 例如，关于遗嘱的形式，既要
考虑现代技术条件下遗嘱形式的多样性 ，更要考虑遗嘱之所以为要式行为是为了保障遗嘱为立遗嘱
〔17〕
再如，被继承人立有数份遗嘱的，
人的真实意思，因此，不可仅因形式有瑕疵，就否定遗嘱的效力。

依现行规定，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 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这
一规定所确立的遗嘱类型的效力及遗嘱变更 、撤销规则，并不是以确定遗嘱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为
基准。现实中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位老人由四个子女轮流赡养，老人每到一个子女家就立一份公
证遗嘱，表示由该子女继承其房产。最后老人去世，四个子女都以有公证遗嘱要求继承房产 。 这种情
形下，能以最后一份公证遗嘱为准吗？ 显然，最后一份公证遗嘱也并非该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 。
其四，减少继承权绝对丧失的情形，扩大继承权相对丧失的情形。 继承权绝对丧失，继承人是绝
对不能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即使被继承人原谅也不可。 因此，从尽量使财产有人继承，又尊重被继
承人意思上考虑，应将一些绝对丧失继承权的事由改为继承权相对丧失的事由。 现行《继承法 》第 4
条规定的继承权丧失的四种事由中只有一种属于相对丧失的事由 ，应予修正。 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
〔13〕 王歌雅： “《继承法》修正： 体系建构与制度选择”，
载《求是学刊》2013 年第 2 期，第 79 － 80 页。
〔14〕 同注 10 引书。

”“前
〔15〕 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 1941 条“遗产的范围”规定：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款规定的遗产包括自然人因死亡而获得的未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补偿金、赔偿金以及其他基于该自然人生前行为而应获得的
财产利益。”“下列权利义务不得作为继承的标的： （ 一） 与被继承人人身不可分割的人身权利； （ 二） 与被继承人人身有关的专属
性债权债务； （ 三） 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其他财产。”具体参见梁慧星主编：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 继承编》，法律出版
社 2013 年版，第 21 页。
〔16〕 本案的案情为： 某高校一副教授死亡时留有一笔遗产。该人无父母、
子女、配偶，生前也未立遗嘱。其有侄子女。在其生前，侄

子女也经常来探望。其死亡后，侄子女要求继承其遗产，学校也同意将遗产给其侄子女。但根据现行法的规定，侄子女不能继
承，该副教授的遗产属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应归学校。最终，只能根据《继承法》第 14 条规定，以其侄子女“对被继
承人扶养较多，可以分给他们适当遗产”为由，将该副教授遗留的动产给予其侄子女。
〔17〕 具体参见郭明瑞： “论遗嘱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
载《求是学刊》201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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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中继承法的修订原则

郭明瑞

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 1940 条“继承权丧失”中规定了五种丧失继承权的事由，除去“为争夺遗产而
杀害其他继承人的”情形外，都属于相对丧失。其立法理由是：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相对丧失继承权范
围的规定过于狭窄，对被继承人的意思自由尊重不足。 如果被继承人在生前饶恕了继承人对自己的
不法行为，愿意其继承遗产，法律并无必要加以干涉。 在实务中，也确有继承人实施不法行为之后痛
〔18〕
此观点颇值
改前非而得到被继承人宽恕的情形 。 此种情形如仍使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并无意义。”

赞同。例如，杀害被继承人的，依现行规定为继承权绝对丧失的事由。 这从道德上考虑是理所当然
的。但另一方面考虑，发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多，如果事后实施行为的行为人确实悔改、被继承人对
实施杀害行为的继承人予以宽恕 ，又何必剥夺其继承权呢？ 如某一独生子与其父发生争执动手杀害
其父未遂，事后该子悔恨不已，对其父十分孝敬，而其父也原谅其当年的行为。 若否定该子对其父遗
产有权继承，岂不违背了被继承人的意愿？

四、维护家庭、家族和社会和谐原则
继承既涉及婚姻家庭、家族成员内部间的关系，也涉及与社会其他成员 （ 如债权人、债务人 ） 的关
系。好的继承制度不仅应体现私法自治原则 ，还应有利于维护家庭、家族和社会的和谐。 为此，在《继
承法》的修订中至少还应考虑以下问题 。
一是规定特留份。现行《继承法》第 19 条规定： “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
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是以必留份制度限制遗嘱自由。 这一制度在设定当时有其合理性，但
现在已不适应需要，显得不合理。笔者曾指出，必留份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只要法定继承人不属于缺
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被继承人就可以自由处分全部遗产而不给继承人留下任何遗产。 这
〔19〕
样既有违基本伦理，不合常情，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不能适应现阶段家庭职能的要求。
为维

护亲属关系的稳定、和谐，有必要规定特留份制度。特留份是法律规定的由特定继承人继承的应继份
额，是对被继承人滥用遗嘱自由权的限制。《继承法》修订中应增设特留份制度，学者对此基本达成共
识，争议的仅是享有特留份的继承人范围 。笔者赞同以近亲属为特留份主体的观点 。
二是承认继承合同。现行《继承法》第 31 条规定了遗赠扶养协议。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主要是为
“五保户”的扶养设计的，扶养人通常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因此，尽管有学者认为遗赠扶养协议也
属于继承合同的一种，但它与继承合同是不同的。继承合同也称继承扶养协议，是由被继承人与继承
人订立的以继承人扶养义务的履行及遗产取得为内容的协议 。 现实中，有的被继承人与法定继承人
之间往往就赡养与继承订有协议 ，约定由某继承人赡养被继承人并取得其全部遗产。 对于此类继承
〔20〕
合同，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应予以认可。
这既有利于继承人更好地尽扶养义务，也有利于增强法

定继承人之间的和睦。
三是规定继承权的放弃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包括债权人、被扶养人的利益。 继承权的放弃是
继承人的权利和自由。但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行使都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现实中，有的继承人
因有债务或需其扶养之人，若取得遗产则需用于清偿债务或扶养被扶养人 ，为避免将所得遗产用于偿
〔18〕 同注 9 引书，
第 17 页。
〔19〕 同注 8 引文，
第 117 页。
〔20〕 张玉敏教授主持的《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第 54 条中规定： “被继承人可以与共同继承人订立继承合同，
约定由一个或几个继

承人承担赡养（ 扶养） 被继承人的义务，被继承人死后，由承担赡养（ 扶养） 义务的继承人按照继承合同继承遗产。合同对赡养
（ 扶养） 人继承遗产的部分未作明确约定的，视为继承全部遗产。”参见注 10 引书，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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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或扶养被扶养人，而放弃继承。此种放弃继承权的行为，实际上损害了债权人或被扶养人的利益。
法律应予干涉。因此，笔者主张修法时应明确规定： 继承人放弃继承权，致使其不能尽其应尽的扶养
义务的，其放弃行为无效；〔21〕继承人放弃继承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继
〔22〕
对于债权人可否撤销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 ，有学者持否定观点，其主要
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

理由是放弃继承属于身份行为，
身份行为不能为撤销权的标的。此种观点不能赞同。笔者认为，继承权
虽以一定的身份为基础或条件，
但它本身不属于身份权，
而属于财产权，
它是以取得财产权益为内容的。
四是规定被继承人不得以处分财产来规避债务清偿 。 现实中，有的被继承人以遗嘱将其遗产处
分，以避免其债务清偿； 有的被继承人生前将其财产予以不合理的处分致使遗产减少，损害被继承人
的债权人利益。这些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法律也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对此，一是赋予债权人以
撤销权。“被继承人生前通过赠与或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 ，导致遗产不当减少，对债权人造成
〔23〕
二是在遗产的处理程序中规定遗产债权的公告、遗产债务的清
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

偿程序以及继承人和遗产管理人的责任 。

The Amendment Principles of Law of Succession in the Civil Codification Process
Guo Mingru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ivil Codification，the amendment of the law of succession should
follow the system principle，traditional principles，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principle of maintaining a harmonious family and society． The contents of inheritance law should be
conside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code system，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succession
should dovetail with other legal systems． The rule of the law of succession does not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Meanwhile，excell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or folk customs should be insisted． The existing rules
should not be modified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he customs of each nation should be fully respected．
Inheritance law should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where legally acquired property
should be in the range of heritage． Inheritance law 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legal heir，and the testament
system should be designed to give maximum respect for the wishes of the decedent． Inheritance law
should reduce the grounds of absolute loss of inheritance rights． To maintain family and social harmony，
inheritance law should provide legitim and recognize inherited contracts． The law of succession should
regulate that giving up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shall not damage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and the decedent
shall not dispose of property to avoid debt settlement．
Keywords： civil code； law of succession； amendment principles
（ 责任编辑： 幸颜静）

〔2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6 条规定： 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
放弃继承

权的行为无效。
〔22〕 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 2012 条规定： “继承人放弃继承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
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撤销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行为，但继承人提供充分担保的除外。”“债权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继承人放弃继承之日起六个月内未
行使前款规定的撤销权的，其撤销权消灭。”同注 9 引书，第 173 页。
〔23〕 同注 13 引文，
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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