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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畅王 菲 诉 张 乐 奕 名 誉 权 纠 纷 案

问题提示： 公民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的界限是什么？

【 要点提示】
公民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应当以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限， 这种自由
侵犯他人 的 隐 私 权、 名 誉 权 或 者 其 他 民 事 权 益 的， 应 当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任。

【 案例索引】
一审：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 朝民初字第 １０９３０ 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二审：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二中民终字第 ５６０３ 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案情】
原告 （被上诉人）： 王菲。
被告 （上诉人）： 张乐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王菲与死者姜岩系夫妻关系。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晚， 姜岩跳楼自杀死亡。 姜岩生前在网络上注册了名为 “北飞的
候鸟” 的个人博客， 并进行写作。 姜岩在博客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自杀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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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心路历程， 将王菲与案外女性东某的合影照片贴在博客中， 认为二人有
不正当两性关系， 自己的婚姻很失败。 姜岩的日记中显示出了丈夫王菲的姓
名、 工作单位地址等信息。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姜岩跳楼自杀死亡后， 姜岩的
网友将博客密码告诉了姜岩的姐姐姜红， 姜红将姜岩的博客打开。
张乐奕系姜岩的大学同学。 得知姜岩死亡后， 张乐奕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注册了非经营性网站， 名称与姜岩博客名称相同， 即 “ 北飞的候鸟”。 张乐
奕、 姜岩的亲属及朋友先后在该网站上发表纪念姜岩的文章。 张乐奕还将该网
站与天涯网、 新浪网进行了链接。
姜岩的博客日记被一名网民阅读后转发在天涯网的社区论坛中， 后又不断
被其他网民转发至不同网站上， 姜岩的死亡原因、 王菲的 “ 婚外情” 行为等
情节引发众多网民的长时间、 持续性关注和评论。 许多网民认为王菲的 “ 婚
外情” 行为是促使姜岩自杀的原因之一； 一些网民在参与评论的同时， 在天
涯网等网站上发起对王菲的 “人肉搜索”， 使王菲的姓名、 工作单位、 家庭住
址等详细个人信息逐渐被披露； 一些网民在网络上对王菲进行指名道姓地谩
骂； 更有部分网民到王菲和其父母住处进行骚扰， 在王家门口墙壁上刷写、 张
贴 “无良王家”、 “逼死贤妻”、 “ 血债血偿” 等标语。 直至本案审理期间， 许
多互联网网站上仍有大量网民的评论文章。
王菲认为 “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刊登的部分文章中披露了其 “ 婚外情”
以及姓名、 工作单位、 住址等信息， 并包含有侮辱和诽谤的内容， 侵犯了其隐
私权和名誉权， 分别是：
１畅枟 哀莫大于心死枠 一文。 该文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由张乐奕根据姜红口
述整理而成的， 文章采用按照时间排序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姜岩自杀事件发展
的过程。 在文章前部， 张乐奕写道 “ 这里的留言是开放的， 不会像天涯那里
被封贴”； 介绍事件的人物时写道 “姜岩： 因为婚姻出现第三者而且无法承受
丈夫及丈夫一家的屡次打击，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晚上 ２３∶
００ 选择自杀的女孩
儿； 王菲： 姜岩的丈夫……”。 张乐奕将姜岩博客中王菲与东某的合影照片在
该文中再次进行粘贴， 将王菲与姜岩的住所地址、 王菲的工作单位名称及地址
进行了披露， 描述了姜岩的姐姐姜红亲历的姜岩两次自杀行为及死亡的全部细
节和过程， 表达了对王菲及其家人极度不满的态度。 王菲主张 “ 北飞的候鸟”
网站在刊登该文时使用了王菲的真实姓名， 粘贴了王菲与东某的照片， 构成侵
犯隐私权。
２畅枟静静的枠 一文。 该文中有 “ 我曾经设想过无数次再见到他的场景，
我想， 无论怎样， 我都一定会先狠狠抽他几记响亮的耳光……只会在父母的羽
翼下苟且的可怜虫而已” 一段文字， 并使用了王菲的真实姓名。 王菲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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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飞的候鸟” 网站将带有这种侮辱性文字的文章予以刊登构成侵犯名誉权，
披露王菲的姓名构成侵犯隐私权。
３畅枟心上的月光枠 一文。 王菲主张 “北飞的候鸟” 网站在刊登该文时披
露了王菲的真实姓名， 构成侵犯隐私权。
另外， 张乐奕在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撰写了 枟 青春透明如醇酒， 可饮
可尽可别离枠 一文， 回忆了其与姜岩的交往过程。 王菲认为该文可以证明张
乐奕与姜岩藕断丝连， 是影响王菲与姜岩夫妻感情的因素之一。
另外， 张乐奕在管理网站过程中， 曾经删除了部分网友的留言， 并在网站
上留言， 倡导网友 “ 不要在这里报复性的贴任何人的通信方式、 家庭住址，
网络上有太多的地方可以搜索到， 不要再让他们出现在这里”。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王菲委托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从互联网中下载的 “ 北
飞的候鸟” 网站、 大旗网和天涯网三个网站中与本案相关的网页进行了证据
保全， 花费公证费 ２０５０ 元。
王菲为了证实由于此事被工作单位盛世长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辞退而产生
工资损失， 向本院提供了工资清单及盛世长城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在 枟大家好，
我是姜岩的姐姐枠 一帖中回复的帖子， 内容为： “ ……在得知此事原委之后，
公司即决定让王菲、 东某两名员工暂时停止工作， 以妥善处理此事。 其后不
久， 他们二人即向公司提请辞职， 公司已予批准”。 王菲的工资清单显示其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的月工资收入为 １９３００ 元。
本案审理中， 王菲承认与东某确实曾有 “婚外情”。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 王菲作为乙方与姜岩的父母作为甲方签订关于姜岩后
事处理的 枟协议书枠。 该协议第三部分第 １ 条内容为 “ 对于婚后乙方的不忠行
为及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 乙方向甲方表示诚挚的歉意”。

【 审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我国 枟 婚姻法枠 规定， 夫妻应当
相互忠实。 根据王菲的当庭的自认及王菲与姜岩父母的协议内容， 可以证实
王菲与案外人东某确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王菲的行为违背了我国的法律规
定。 根据姜岩的日记显示， 姜岩因此遭受了巨大伤害， 承受了巨大精神痛
苦。 王菲的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了法律规定， 也背离了社会道德标准， 本院予
以批评。
公民享有名誉权， 禁止用侮辱、 诽谤、 泄露他人隐私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
誉。 我国 枟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枠 及 枟 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枠
中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向上网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 并保证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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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信息内容合法。 任何人不得在电子公告服务系统中发布含有侮辱或者诽谤
他人、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 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电子公告服务系
统中出现明显属于上述信息内容的， 应当立即删除， 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国家
有关机关报告。
张乐奕作为姜岩的大学同学， 在得知姜岩自杀身亡后， 为了祭奠姜岩， 抨
击王菲的不忠行为， 注册了 “北飞的候鸟” 网站。 张乐奕在注册网站后， 应
当依法管理网站， 对该网站中发布的帖子内容负责。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 张乐奕将王菲的真实姓名、 工作单位、 家庭住
址、 与其他女性有 “ 婚外情” 的信息在 “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中进行披露， 是
否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一） 张乐奕的行为侵害了王菲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 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
所知晓的私人生活、 私人信息、 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 隐私权一般指自然
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
权。 采取披露、 宣扬等方式， 侵入他人隐私领域、 侵害私人活动的行为， 就是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公民的个人感情生活， 包括婚外男女关系问题， 均属个人隐私范畴。 在正
常的社会生活中， 此类情况一般仅为范围较小的相对特定人所知晓， 正常情况
下， 当事人一般不愿也不会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广为散布。 本案中， 张乐奕基
于与姜岩的同学关系， 知晓了王菲存在 “ 婚外情” 的事实， 张乐奕在姜岩死
亡后， 不仅将此事实在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进行披露， 还将该网站与其他
网站相链接， 扩大了该事实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范围， 使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得以
知晓， 张乐奕的行为构成对王菲隐私权的侵害。
此外， 在社会生活中， 公民为了交往的需要， 常常主动将姓名、 工作单
位、 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告知他人， 这些个人信息有时也会被他人通过一定途
径知晓和利用。 这些个人信息的披露、 使用等行为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 应当
视行为人对这些信息的取得方式、 披露方式、 披露范围、 披露目的及披露后果
等因素综合认定。
本案中， 张乐奕对王菲的婚姻不忠行为持否定、 批判的态度。 其在网站
上主动披露此事实和王菲的个人信息之前， 明知披露对象已超出了相对特定
人的范围， 而且应当能够预知这种披露行为在网络中可能产生的后果。 因
此， 张乐奕在网络中披露王菲 “ 婚外情” 和个人信息的行为， 应属预知后
果的有意为之。 王菲的 “ 婚外情” 、 姓名， 工作单位等信息被披露， 成为网
民知晓其真实身份的依据之一， 引发了众多网民的批评性言论及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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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形成了爆发和蔓延之势。 因此， 张乐奕在披露王菲婚姻不忠行为的同
时， 披露王菲的姓名、 工作单位名称， 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 亦构成了对王
菲隐私权的侵害。
名誉是指社会对特定民事主体品德、 才能以及其他素质客观、 综合的评
价。 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享有
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
张乐奕披露王菲的上述隐私内容后， 在造成众多网民在不同网站上持续
发布大量批评和谴责性言论的同时， 引发众多网民使用 “ 人肉搜索” 的网
络搜索模式， 搜寻与王菲及其家人有关的任何信息， 并逐步演变成对王菲进
行密集的、 长时间的、 指名道姓的谩骂， 甚至发生了网民到王菲及其父母住
所张贴， 刷写侮辱性标语等极端行为。 张乐奕的披露行为对王菲的影响已经
从网络发展到现实生活中， 不仅严重干扰了王菲的正常生活， 而且使王菲的
社会评价明显降低。 这种侵害结果的发生与张乐奕的披露行为之间存在直接
的因果关系， 因此， 应当认定张乐奕以披露王菲隐私的方式造成了对王菲名
誉权的侵害。
关于王菲所称的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刊登的部分文章捏造事实， 构成
诽谤、 侮辱的诉讼主张， 本院进行了相关事实的审查。 庭审中， 就上述问题王
菲未提供证据证明真实情况， 本院无法认定是否属于捏造事实， 即无法认定张
乐奕对王菲构成诽谤。
另， 王菲认为 “北飞的候鸟” 网站登载的 枟 静静的枠 一文中的一段文字
对其构成了侮辱。 本院认为， 该文章系姜岩的亲属在姜岩不堪王菲的婚姻不忠
行为而自杀后， 发表的谴责王菲， 宣泄个人感情的文章， 该文章的文字并无异
常过激之处。 张乐奕在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登载该篇文章的行为不构成对
王菲的侮辱。
（二） 关于张乐奕的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
张乐奕作为 “ 北飞的候鸟” 网站的注册管理者， 在自己管理的网站上撰
写文章、 登载网民的文章， 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张乐奕的这些行为均应建
立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 并以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本案中，
张乐奕刊载的文章内容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在产生了严重后果以后
及王菲起诉后， 张乐奕作为网站的管理者还不予以妥善处理， 则张乐奕应当承
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 具体方式包括停止侵害， 将网站中的侵权信息 （ 包
括侵权文章及侵权图片） 删除， 赔礼道歉及赔偿相应损失。
张乐奕在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刊登 枟哀莫大于心死枠、 枟 静静的枠、 枟 心
上的月光枠 三篇文章的行为均构成侵权， 应予删除。 因王菲未主张 枟 青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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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醇酒， 可饮可尽可别离枠 一文侵犯其隐私权、 名誉权， 故对于该文章本
院不要求张乐奕删除。
关于王菲要求的误工费损失。 王菲提供的其原工作单位在网络上所发帖子
的内容显示是王菲主动离职， 而不是单位将其辞退， 故此项诉讼请求证据不
足， 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王菲要求的公证费用。 因网络中的内容始终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 王
菲为搜集证据而对相关网页采用公证的形式予以固定， 因此而支出的费用属于
取证的合理支出， 王菲要求张乐奕承担部分公证费的诉讼请求合理， 本院予以
认可。
关于王菲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王菲因为此事件遭受到舆论压力， 承受
了较大精神痛苦， 张乐奕应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是， 考虑到以下事实的
存在， 张乐奕的赔偿责任应予适当减轻： （１） 在张乐奕披露相关情况之前，
姜岩的博客已经打开， 并为公众知晓， 张乐奕的行为是事件影响进一步扩大的
其中一个因素， 并非唯一因素； （２） 张乐奕在网站管理过程中， 有主动删除
部分侵权信息的行为； （３） 在张乐奕的披露行为之外， 同时还存在其他途径
的披露行为， 如姜岩的博客、 其他网站上网民的 “ 人肉搜索” 等； （４） 王菲
的婚姻不忠行为属实， 且为社会道德规范所否定。 因此， 王菲精神损害抚慰金
的具体数额， 由本院综合上述因素酌情确定。
综上， 依据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枠 第一百零一条、 第一百三十四
条第一款第 （一）， （七） 项， 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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枠 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被告张乐奕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停止对原告王菲的侵害行为， 删除刊登在 “ 北飞的候鸟”
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ｏｒｉｏｎｃｈｒｉｓ畅ｃｎ ／
） 上的 枟哀莫大于心死枠、 枟 静静的枠、 枟 心上的
月光枠 三篇文章及原告王菲与案外人东某的合影照片。 二、 被告张乐奕于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在 “ 北飞的候鸟” 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ｏｒｉｏｎｃｈｒｉｓ畅ｃｎ ／
） 首页上刊
登向原告王菲的道歉函， 刊登天数不得少于十天， 道歉函的内容由本院核定；
否则本院将本案判决书主要内容刊登于其他媒体上， 费用由被告张乐奕承担。
三、 被告张乐奕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王菲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千元。
四、 被告张乐奕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王菲公证费用六百八十四元。
五、 驳回原告王菲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 张乐奕不服， 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张乐奕上诉称： （１） 王菲就其违背道德的行为不享有隐私权、 对姜岩自
杀这一公众事件的披露符合公众利益、 王菲的个人信息在 “ 北飞的候鸟” 网
站开办前已被他人披露， 该已为社会公众知情的信息不再构成隐私； （２）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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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对王菲的谴责是因其不法行为引发、 “人肉搜索” 以及部分极端行为与 “ 北
飞的候鸟” 网站缺乏因果关系、 王菲的社会名誉与其言行相当， 不存在被损
害的情况； （３） 原审法院认定姜岩的博客是姜红打开、 未查清天涯网及其他
网站先于 “北飞的候鸟” 网站披露事件经过的事实属认定事实不清； 四、 原
审判决删除全部三篇文章不合理、 判决张乐奕承担高额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合
理。 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 正确适用法律， 依法改判驳回王菲的全部诉讼请
求。 王菲同意原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民依法享有名誉权， 公民的人格
尊严受法律保护。 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确认， 王菲在与姜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与他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其行为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 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
俗和道德标准， 使姜岩遭受巨大的精神痛苦， 是造成姜岩自杀这一不幸事件的
因素之一， 王菲的上述行为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 但应当指出， 对王菲的批评
和谴责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不应披露、 宣扬其隐私， 否则构成侵权。
张乐奕作为姜岩的大学同学， 在姜岩自杀后以祭奠姜岩、 抨击王菲不忠行为为
目的设立 “北飞的候鸟” 网站， 将王菲的姓名、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 照片
及与他人有 “婚外情” 等王菲不愿让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知晓的私人信息在网
站中向社会公众披露， 并通过该网站与其他网站的链接， 扩大了王菲私人信息
向不特定社会公众传播的范围， 对部分网民向王菲发起 “人肉搜索”、 谩骂王
菲、 骚扰王菲及其父母正常生活的不当行为有相当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严重干
扰了王菲的正常生活， 造成了王菲社会评价的明显降低。 张乐奕作为 “ 北飞
的候鸟” 网站的管理者未尽到应尽的管理责任， 泄露王菲个人隐私的行为已
构成对王菲的名誉权的侵害， 张乐奕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张乐奕以
王菲就其违背道德的行为不享有隐私权， 其对姜岩自杀这一公众事件的披露符
合公众利益为由认为其不构成名誉权侵权， 缺乏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采信。
另， 相关证据虽能证明在张乐奕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开办 “ 北飞的候鸟” 网站
前， 部分网民已在其他网站披露了姜岩自杀事件的经过， 其间对王菲的个人情
况已有披露， 但应当指出， 他人对王菲个人信息的披露并不意味着张乐奕可以
继续对此予以披露、 传播， 他人此前对王菲个人信息的披露不影响张乐奕侵犯
王菲名誉权的事实成立， 故张乐奕以其他网站先于 “ 北飞的候鸟” 网站披露
事件经过、 相关信息已不具备私密性为由不同意承担侵权责任， 没有法律依
据， 本院亦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定张乐奕侵犯了王菲的名誉权事实清楚、 适
用法律正确， 本院予以维持。 在此基础上， 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及
相关具体情况， 适当减轻了张乐奕的赔偿责任， 判令张乐奕删除侵权的三篇文
章及相关照片、 判令张乐奕赔礼道歉并酌情判令张乐奕赔偿王菲相应的精神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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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抚慰金及公证费并无不当， 本院亦予以维持。
据此， 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 评析】
本案是 “人肉搜索第一案” 的三个案件中唯一一个经过二审审理案件，
本案经过一、 二审历时近两年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告终。 这也宣告了本案的一
审判决生效， 其中确立的法律规则得到了认可。 而本案判决中明确提出并界定
了隐私权的概念， 将隐私权和名誉权予以分别考量， 前瞻性地契合了 枟 侵权
责任法枠 的规定， 并通过法律保护网络时代的隐私权， 这些颇有创见的判决
内容值得进一步解说和研究。
（一） 关于隐私权的分析
第一， 隐私权是否有独立于名誉权的内涵？
作为一个常见的名词， “ 隐私” 并不为国人所陌生， 而 枟 民事诉讼法枠、
枟刑事诉讼法枠、 枟未成年人保护法枠 等十多部我国的法律、 司法解释也都提到
了 “隐私”，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提出了 “ 隐私的概念”， 也没有一部法
律明确提出 “隐私权” （即将实施的 枟侵权责任法枠 除外）。 现代汉语将 “ 隐
私” 解释为 “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 ① 本判决则提出了隐私的
概念， 而且将其赋予法律上更加可操作的意味， “ 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
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 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 私人信息、
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
对于隐私权， 我国只是在最高法院的两部相关司法解释 枟 关于执行 枙 民
法通则枛 的若干问题的若干意见 （修改稿）枠 ② 和 枟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答枠 ③ 中将侵犯隐私的行为作为 “侵害名誉权” 处理。 而本判决则将
隐私权与名誉权分别予以叙述和说理， 并认为 “ 张乐奕的行为侵害了王菲的
隐私权和名誉权”。 那么， 隐私权到底是什么， 是否从属于名誉权， 隐私权是
否有其独立的价值和内涵呢？
隐私权与名誉权二者都是与精神利益有关但不体现直接财产内容的人身权
利， 属于人格权， 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 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有时会导致名誉权
①

枟 现代汉语词典枠 ， 商务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 １３８１ 页。

②

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枛 若干问题的意见枠 第 １４０ 条： “ 以

书面、 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 或者捏造事 实 公 然丑 化他人人格， 以及用 侮辱、 诽谤 等 方式损害
他人名誉， 造成一定影响的， 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③

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枠 ： “ 对未经他人同意， 擅自公布他人的隐

私材料或者以书面、 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 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 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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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害的结果， 而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可能包含了侵犯隐私权， 但并非所有
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 隐私权的存在有其独立价值。
一方面， 隐私权主要是指权利主体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取和公开， 私人生活
不受非法干扰， 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 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一
定会影响名誉， 例如， 偷看他人信件或者日记是典型的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但
如果侵权人并没有利用这些信息造谣、 诽谤， 则并没有造成名誉权的损害。 另
一方面， 侵权人采取无中生有， 侮辱、 诽谤等方式贬损他人的人格， 从而使被
侮辱人的名誉受到损害， 但未必会侵害其隐私权， 例如， 贾某因对单位领导李
某不满， 到处宣扬其与单位女青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经核查， 纯属捏造。 贾
某散布谣言的行为造成李某社会评价的降低， 明显侵犯了其名誉权， 但由于贾
某散布的是虚假情节， 并非李某不愿他人知晓的私生活， 因此与隐私权无关。
而正是由于隐私权与名誉权在性质、 侵权方式、 侵权结果、 处置权 （ 隐私权
具有相对性， 权利人可以放弃部分隐私权）、 责任方式乃至主体 （ 名誉权的主
体可能是法人或者自然人， 而隐私权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上种种的差异， 两
者不能混同， 更不能互换， 因此， 本判决能在名誉权之外， 明确提出和确认隐
私权， 体现了我国对个人民事权利保护的一个进步。
第二，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是否涵盖个人信息？
本判决在突破隐私权从属于名誉权的传统观念的同时， 又比较清晰和完整
地阐述了隐私权的范围， “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
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 并且明确地将 “公民的个
人感情生活” 和特定情况下的 “ 个人信息” 纳入了隐私权保护的范围。 由于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隐私权没有进行界定， 那么本判决对隐私权的界定是否
具有合理性呢？
隐私权的客体通常包括通信秘密和个人生活秘密。 个人生活秘密与保护公
民个人的私生活、 日记、 财产状况、 生活习惯， 往事以及不愿他人知悉的有关
事实。① 对于公民的个人感情生活属于公民个人的隐私这点， 学界不存在争
议， 唯独对于特定情况下的 “个人信息” 能否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存在不
同意见。 有学者认为， “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与人格尊
严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完全是某主体特定时期与外界交往所不可或缺的信息，
尽管它们也具有个人属性， 但是， 公布或知悉这些个人信息并不会对主体的人

①

彭万林： 枟 民法学枠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第 ２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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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尊严或精神利益造成任何直接损害，” ① 因而不属于隐私的范畴。 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滥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会构成侵犯个人隐私权： （１） “ 隐私
权的价值在于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本质， 体现于个人自主， 不受他人的操纵及支
配。” ③ 正是隐私的存在使人具有内心的安宁， 而 基 于 隐 私 权 的 这 一 价 值 考
量， 公布个人信息打破了被披露者的内心安定， 使其感到自己生活在随时会
受人侵扰的赤裸之中， 因此侵犯了隐私权。 （２） 住址、 电话等信息虽然具
有相互沟通、 交流的功能， 但这些信息都属于与公共利益无关， 而从属于个
人， 具有隐私的性质。 （３） 网络时代侵权者的低成本， 可能对造成受害者
较大的影响， 因此， 应当从严认定隐私权的范围， 例如， 于小姐一段时间以
来， 不停接到暧昧的电话骚扰， 不堪其扰， 后来发现是由于在淘宝购物给了
商家 “ 差评” ， 商家为了报复于小姐， 将其电话公布在某色情网站上。 （４）
隐私权人的披露不能否定这些信息的隐私性。 人们出于沟通需要印制和发放
名片， 其发放对象仍然具有相对特定性， 如其主动公布， 也可以视为是对隐
私权的放弃， 但不能因此就认为， 接到名片的人可以随意将这些信息公布。
正如心理医生应当为患者保守秘密， 而不能因为患者将隐私内容告知医生，
具有传播的可能性而否认其隐私的属性。 （ ５） 禁止公布个人信息与 “ 舆论
监督” 无关， 有学者认为， “ 基于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而对特定自然人的某
些个人信息的使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 如果按照主流观点， 势必会剥夺社会
④

公众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 然而， 笔者认为， 即使不公布个人的住
址、 电话、 肖像等信息， 舆论监督仍然可以对某种行为和某个人实施监督、
批评， 监督不以公布某人的私人信息为要件。 而如果这个人涉及到公众人物
或者政府官员， 那么这些信息是否属于隐私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 本判决认
为， “ 这些个人信息的披露、 使用等行为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 应当视行为
人对这些信息的取得方式、 披露方式、 披露范围、 披露目的及披露后果等因
素综合认定” 是比较妥当和正确的。
（二） 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特点及规制
第一， “人肉搜索” 是否侵权？
虽然这是作为 “ 人肉搜索” 第一案， 但本案中张乐奕并不是因为参与
“人肉搜索” 而侵权和赔偿， 本案中， 张乐奕其实施了公布王菲的隐私等行为
而造成侵权。 本判决并没有彻底否定 “ 人肉搜索”， 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①④

刘德良： 枟 “ 人肉搜索” ： 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保护枠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畅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畅ｏｒｇ ／
ｈｔｍｌ ／
ａｒｔｉ唱

ｃｌｅ ／
２００８０８ ／
１２ ／
３１６６８１畅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访问。
③

王泽鉴： 枟 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 隐私权篇枠 ， 载 枟 比较法研究枠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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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搜索” 这一问题。 从根本上说， “ 人肉搜索” 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 变
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 人碰人、 人挤人、 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
动， 它只是一种信息搜寻方式， 是自动搜索引擎的补充。 广义的 “人肉搜索”
并不只是用来跟踪人， 多数情况下可以 用来互相学习、 信 息共享， 目前的
“谷歌 （Ｇｏｏｇｌｅ）”、 “ 百度知道”、 “ ＱＱ 问问”、 “ 新浪爱问”、 “ 雅虎知识人”
等问答社区都可以说是广义上的 “人肉搜索”， 这种意义上的人肉搜索既包括
针对某种事件、 知识的搜索也包括针对特定主体、 特定人的信息搜索。① 因
此，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谈 “ 人肉搜索” 色变。 但是从狭义上说， 人肉搜索则
②
仅指针对特定主体感兴趣而进行的搜索。 而这因其往往涉及被搜索主体的隐
私或者名誉， 最易侵犯当事人的人格权利， 极易演变为 “网络暴力”。 一般来
说， 被搜索人的信息， 必然包括该人的姓名、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 电话号码
等一般个人信息， 有的甚至还涉及到私生活等与人格尊严有直接关系的个人信
息。 本案中， 张乐奕正是将王菲的 “ 婚外情” 以及大量的个人信息公布于其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 从而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 因此， 人肉搜索不一定侵
犯隐私， 但侵犯隐私权的确是 “ 人肉搜索” 所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不仅如
此， 由于人肉搜索所依赖的网络社区或论坛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特征， 如同本
案一样， 一旦参与评论者众多， 尤其是涉及到对他人的行为评价， 还可能涉及
到侮辱、 诽谤， 即引发名誉侵权和肖像侵权问题。
第二， 网络时代隐私权的保护
“人肉搜索” 不一定侵权， 但在网络的背景下， 一旦通过 “ 人肉搜索” 或
者其他网络平台侵害了受害人的隐私， 那么这种侵权造成的不良后果， 或者说
损害， 在网络的放大作用下， 会对受害人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害。 在网络环境
下， 由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远超过了线下传统媒介和信息流通渠道， 点
滴信息有可能聚合起来产生对当事人不利的印象和后果。 更严重的是， 由于这
些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 当事人的电子档案也将永远留在网上漫长时间遭
受不安、 痛苦和折磨。③
具体说来， 网络时代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侵权产生的便
宜性。 一方面， 中国互联网和个人电脑普及率的大幅提高， 为侵犯网络隐私的
行为创造了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 网络使得公民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力大大减
弱， 造成信息不对称， 而更新的技术 （ 包括一些高科技的软件、 “ 病毒”） 使

①②

枟 “ 人 肉 搜 索 ” 问 题枠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畅ｒｓｋｓｗ畅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畅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 ＿ ＩＤ ＝２１４０＆ＳｙｓＣｏｄｅ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访问。
③

胡凌： 枟 评 “ 人肉搜索” 第一案的三个初审判决枠 ， 载 枟 法律适用枠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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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能够借助于网络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人电脑中的个人信息及隐私资料；① 二
是网络隐私权被侵犯后果严重。 由于网络环境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易传播性，
网络信息的发布已经成为信息传播最快、 范围最广的途径之一， 而网络的这
一特征， 对当事人隐私权可能造成最为严重和难以弥补的侵害； 三是侵权主
体众多， 保护难度大。 网络的虚拟性、 开放性特征还使得网络隐私权的侵权
主体众多， 保护难度大。 例如本案中， 人肉搜索的发起者、 人肉搜索的回答
者、 信息的整理、 传播者以及网站本身都有可能成为侵权主体， 侵权主体的
众多和不特定的特性又给网络侵权的维权蒙上了阴影； 四是侵权行为取证
难。 网络隐私权的纠纷一旦形成诉讼， 又会面临取证难等问题， 因为侵权信
息的发布都在网页上， 受害者一般无法第一时间获知侵权的事实， 而当信息
传播， 不良影响造成后又会在瞬间被侵权者删除， 受害人知道被侵权时， 网
站可能已经删除或者修改相关网页。 受害人难以进行证据保全， 胜诉的难度
很大。 而对于隐私信息发布者， 由于大多数网名都是采用昵称或者匿名上
网， 更加难获知侵权者的真实身份， 更不用说举证证明其侵权行为了。 本判
决书的 “ 审理查明部分” 中就多次描述了 “ 一些网民” 、 “ 部分网民” 、 “ 大
量网民” 的侵权行为， 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众多， 而且隐藏在虚拟的网络背
后， 王菲没有办法将他们一一告上法庭。
法院正是基于网络时代隐私权保护巨大的难度， 试图规制这种网络时代隐
私保护与侵权者之间力量的失衡， 对张乐奕这种在网络上公布他人隐私的行为
予以限制。 本案中， 虽然王菲有 “ 婚外情” 的不道德行为在先， 在张乐奕之
前， 一些网民已经在天涯网等网站上发起对王菲的 “ 人肉搜索”， 使王菲的姓
名， 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等详细个人信息逐渐被披露， 而且张乐奕只是众多侵
犯王菲隐私权网民中的一个。 法院仍然认为： “ 他人对王菲个人信息的披露并
不意味着张乐奕可以继续对此予以披露、 传播， 他人此前对王菲个人信息的披
露不影响张乐奕侵犯王菲名誉权的事实成立”。 个人信息的发布应以不损害隐
私权人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 不当的发布行为， 不仅会侵犯处于 “ 婚外情”
漩涡中的王菲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更重要的是， 它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对每一个
人的个人隐私和信息构成潜在的威胁和侵犯， 基于这些理由法院认为应当制止
和规制这种网络侵权行为。 由此， 法院认定张乐奕的行为构成隐私权、 名誉权
的侵害， 要求张乐奕停止侵害， 正式道歉， 并赔偿 ５ 千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就
顺理成章了。
①

波。

香港 “ 艳照门” 中， 艳照就是通过陈冠希维 修电 脑时留下的 信息， 上 传到网上， 造 成轩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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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侵权责任法视角下的网络侵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 枟侵权责任法枠 即将实施， 而该部法律中对本案的判
决思路和结果多有应和。
１畅该法第 ２ 条规定， “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
所称民事权益， 包括生命权、 健康权、 姓名权、 名誉权、 荣誉权、 肖像权、 隐
私权， 婚姻自主权、 监护权、 所有权、 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 著作权、 专利
权、 商标专用权、 发现权、 股权、 继承权等人身、 财产权益。” 这标志着我国
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隐私权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说法院在判决张乐奕侵犯了
王菲的隐私权时， 本身并没有既定法律规定的话， 从今年 ７ 月 １ 日起， 隐私权
本身有了制定法的明确保护， 并且法律明确将隐私权与名誉权并列， 从根本上
否定了原先两个司法解释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一种进行保护的形式， 赋予隐私
权以独立的民事权益的地位。
２畅枟侵权责任法枠 更加明确了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该法第 ３６ 条规定： “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
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
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
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本法条清晰地界
定了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两类网络侵权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根
据 枟 侵权责任法枠 ， 本案中张乐奕作为 “ 北飞的候鸟” 网站的注册者和经营
者， 他其实扮演了两种侵权角色， 一是网络用户， 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 作
为前者， 他在 枟 哀莫大于心死枠 、 枟 静静的枠 以及 枟 心上的月光枠 等文章中，
不仅披露了王菲婚姻中的不忠行为， 将姜岩博客中王菲与东某的合影照片再
次进行粘贴， 并且披露了王菲的真实姓名、 住所地址、 王菲的工作单位名称
及地址， 也通过披露王菲隐私的方式直接侵害了王菲的名誉权。 而作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 其他网友在 “ 北飞的候鸟” 网站上披露王菲通信方式、 家庭
住址等隐私信息以及大量辱骂王菲的言论， 张乐奕明知这些行为具有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的违法性， 而 “ 未采取必要措施，” 也应与这些侵权的网络用户
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 虽然本案在一、 二审判决时， 枟 侵权责任法枠 尚
未颁布， 但是， 法院判决张乐奕网络中的行为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 所以应
当承担停止侵害、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已经前瞻性地应和了
枟 侵权责任法枠 的立法精神。
综上所述， 本案法官在对隐私权的界定和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尺度上，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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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高的法律技艺， 本案的判决可以成为我国网络侵权案件的一个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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