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继承制度的完善与规则适用
杨立新 *

内容提要 民法典在《继承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继承编，
对继承规则经过补充、
修改，
完
善了我国继承制度。其主要进展包括：修改了遗产范围的规定，补充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
事由和宽宥制度，新增了遗嘱信托，确认了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的效力，补充了转继承规则，
废除了公证遗嘱优先原则，确立了遗嘱时间在后效力优先原则，补充遗产管理人制度等。其
特点是：突出继承制度的私法属性，
彰显对民事主体私有财产的保护；突出时代特点，
在继承
领域回应科技进步的要求；突出私法自治，尊重被继承人对其身后财产处置的自由意志；突
出完善继承制度，
补充修改继承规则。在法律适用中，
应当明确完善继承制度的指导思想，
对
新规则正确理解准确适用，对新老继承规则统一理解和适用，区分强制性规定和示范性规定
的适用方法，
适当适用类推规则和补充法源，
调整好继承法律关系，
保护好继承关系中各方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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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上通过，成为我国自 1949 年以来的第一部民法典，使我国历经 70 年形成的类法
典化的松散民法终于被统一的民法典所替代，成为新时代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法。
民法典第六编“继承”（以下简称“继承编”）对《继承法》规定的继承法律制度究竟
进行了哪些修改和完善，在实践中应当如何适用，需要进行研究。本文基于笔者参加编
纂民法典的立法实践和继承法的理论研究，对照整理，解读继承编规定的新规则，以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保护好被继承人的财产自由支配权和继承人的继承权，保护
好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债权。

一、继承编完善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的主要进展
民法典在《继承法》的基础上制定的继承编，与《继承法》相比，在结构上仍然保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继承
编召集人。本文系 2018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法典评注”
（项目批准号：
18JJD820001）的研究成果。感谢李怡雯同学帮助整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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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般规定”“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遗产的处理”四章；在条文上由原来
的 37 条增加到 45 条；在继承规则上，通过增加条文和对原条文的修改，规定了 20 条新
规则，与其他条文一道，形成了我国继承法律的规则体系。继承编完善我国继承制度和
规则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关完善继承“一般规定”规则的进展
继承编的“一般规定”是继承编通则，有三个重要的修改。
1.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先后顺序推定
继承编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推
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都有其他继承人，辈份不同的，推定长辈先死亡；辈份
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不发生继承”
（第 1121 条第 2 款）(1)。增加的这一新规则，借
鉴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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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规定的规则，(2) 除了文字的技术性修改外，具体规范内容没有变化。
自然人的死亡时间是继承开始的时间。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的法律意义，就在于不
论自然人是自然死亡还是宣告死亡，都从其死亡时开始继承。在两个以上相互有继承权
的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时，如果不能确定死亡的先后时间，就无法确定继承应当怎样进
行，因而在同一事件中各死亡人的死亡时间如何确定，直接影响各自继承人的继承利益。
在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先后顺序规则中，数人已经死亡是客观
事实，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3)；法律进行推定的，是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先后顺
序。关系各自继承人继承利益的关键，就在于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
这一规则的要点是：首先，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都有其他继
承人，如果他们的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晚辈后死亡，因而存在正常的继承关系，即
长辈先死亡，同一事件中死亡的晚辈继承人就可以继承其遗产，晚辈继承人也死亡了，就
由他的其他继承人继承他的遗产；其次，如果同一事件中死亡的人辈份相同，则推定他
们同时死亡，使他们在相互之间不发生继承关系，他们的遗产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
继承。规定这样的推定规则，有几十年司法经验作为立法的基础，也完全符合遗产继承
规律的要求。
2. 遗产范围由“概括 + 列举”改为“概括 + 排除”
《民法典》第 1122 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这是对《继承法》第 3 条规定的遗
产范围作出的重大修改，由过去对遗产范围的“概括 + 列举”的方式，改变为“概括 +

(1)
(2)

除特别标注外，
本文括号内夹注的法条均为《民法典》的条文。
该条的内容是：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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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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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即使是宣告死亡的，如果是数人在同一事件中已经被宣告死亡，也存在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问题，也适用这一死亡先
后顺序推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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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的立法模式。
《继承法》第 3 条首先概括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接着又
具体列举公民的收入，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文
物、图书资料，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公民
的其他合法财产，都是遗产。这种对遗产范围“概括 + 列举”立法方法的最大缺陷，一
是列举不完全，须另加概括性的兜底条款，即确定“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在其死亡后
也是遗产；二是既然规定了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是遗产，又加具体列举，构
成双重规范模式，在立法成本上不经济；三是列举式的规定会发生误导，对没有列举的
遗产，法官在办案时就不敢断言。对此，应当借鉴《德国民法典》第 1922 条的规定方法，
即“因人之死亡（继承之开始），其财产（遗产）概括移转于其他一人或数人继承（继
承人）”(4)。其中所说的财产（遗产），就是遗产范围，规范简洁明了。继承编基本上采纳
了这种立法方法。
按照《民法典》第 1122 条规定遗产范围的新规则，可以确定遗产范围是：第一，自
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都属于遗产。只要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在其死亡时，
就全部转化为被继承人的遗产。这与民法典总则编关于“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
依法继承”的规定（第 124 条第 2 款）相一致。第二，排除在遗产范围之外的是：依照
法律规定不得继承的财产，如国有资源的使用权，自然人可以依法取得和享有，却不得作
为遗产继承；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如与自然人人身不可分离的具有抚恤、救济
性质的财产权利（例如定期金赔偿请求权），不能作为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这一规定，
弥补了《继承法》第 3 条规定的缺陷，采用了科学的方法界定遗产范围，是继承编完善
继承新规则的成功之作。
3. 增加规定丧失继承权与受遗赠权的事由和被继承人享有宽宥权
《民法典》第 1125 条规定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事由：一是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
是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是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四
是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五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
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继承人如果有前述第 3 项至第 5 项行为，确有
悔改表现，被继承人享有宽宥权。若被继承人明确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
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受遗赠人有前述情形之一，丧失受遗赠权。这些规
则对《继承法》第 7 条的主要修改完善包括：
第一，增加了相对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第 1125 条第 1 款增加了“以欺诈、胁
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继承权丧失事由。
继承权丧失，是指继承人因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失去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资格，分为绝
对丧失和相对丧失。继承权绝对丧失，是指当发生某种使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
时，该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继承权便终局地丧失，不得也不能再享有对被继承人的继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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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继承权相对丧失，是指虽因发生某种法定事由使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但是，在具备
一定条件时，继承人的继承权也可能最终不丧失，所以又叫继承权非终局丧失。(5) 根据第
1125 条第 2 款规定，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者继承人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
人的，是继承权的绝对丧失；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伪造、篡改、隐
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撤回遗嘱
情节严重的，为继承权的相对丧失。其中，新增加的继承权相对丧失的法定事由是上述
第 5 项情形，其与上述第 4 项事由有所区别：上述第 4 项事由是行为人亲自对遗嘱人的
遗嘱做手脚，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而第 5 项事由是行为人通过作用于遗嘱人的外力
而使其所立遗嘱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增加第 5 项事由的理由是，这种行为虽然不是行为
人亲自实施对遗嘱的改变，但通过欺诈或者胁迫等手段使遗嘱人表达了对遗产处理的非
真实意思表示，也是非法改变遗嘱人意志的严重违法行为。将其规定为丧失继承权的法
定事由，
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增加规定被继承人享有宽宥权。宽宥是指在继承人丧失法定继承权的前提
下，被继承人在情感上对继承人实施的导致丧失继承权的行为的谅解和宽恕，表达对继
承人继承资格的再次认可，恢复其已丧失的继承权。(6) 在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后，只要被继
承人对继承人予以宽宥，就能够恢复继承人已经丧失的继承权。继承人存在“遗弃被继
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或“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或
“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等情形
时，尽管丧失了继承权，但是，由于这三种情形属于相对丧失继承权，而不是前两种情况
的绝对丧失继承权，因而若其过后确有悔改表现，经过被继承人的宽宥，该继承人就恢复
了继承权，可以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人明确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
列为继承人而推定其对继承人的宽恕，就表达了被继承人宽宥的意思，其中，前者为明示
的宽宥，后者为推定的宽宥。宽宥作为被继承人的单方意思表示，不需要相对方即继承
人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就能够产生法律效力。
《继承法》没有规定宽宥制度，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规定，这是继承编规定的新规
则，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在被继承人和继承人之间有血缘关系或者特殊的亲属关系，被
继承人对犯有过错的继承人予以宽宥，准许其继承自己的遗产，是符合情理的。增加宽
宥规则既符合民间习惯，也是我国继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进展，体现了民法典对被继
承人支配其遗产的自由意志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第三，增加了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及其事由的规定。第 1125 条第 3 款规定，受遗
赠人实施了本条第 1 款规定的五种行为之一的，丧失受遗赠权，不得接受遗赠。这是一
个新的继承规则，也是遗赠规则中的应有之义，是正确的规定。

(5)

参见和丽军：
《继承权丧失研究》
，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29 页。

(6)

参见杨立新、
和丽军：
《关于恢复继承权宽宥制度的重新思考》，载《东南学术》2013 年第 1 期，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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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完善法定继承规则的进展
继承编在“法定继承”一章增加了一款新规定，另修订了一个条文的部分内容。
1. 增加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
《继承法》第 11 条只规定了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的代位继承，范围比较
窄。
《民法典》第 1128 条增加第 2 款，规定：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
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有代位继承
权的主要价值，是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
过窄、在旁系血亲继承人中只有兄弟姐妹的现状，使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能够成为代
位继承的法定继承人，代位继承其伯、叔、姑、舅、姨的遗产。通过使距离更远的旁系晚辈
血亲参加继承，能够减少形成无人继承遗产的概率，更大限度地将私人财产流传保存于
私人亲属中，更好地保护私人财产。
第 1128 条第 3 款关于“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
额”的规定，是原来的规则，确定的是代位继承的继承份额，原因是代位继承是代继承人
之位而继承，当然一般只能以被代位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为限。如果存在第 1130 条
规定的可以多分、少分、不分情形的，则可以不受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的限
制。新增加的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同样受此规则的限制。
2. 扩大酌分遗产请求权的主体范围
《继承法》第 14 条规定的酌分遗产的主体，一是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
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二是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对
前者的酌分遗产，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依靠被继承人扶养，二是缺乏劳动能力，三是没
有生活来源，这样的要求太严。《民法典》第 1131 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
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
样规定，对前者成为酌分遗产请求权人的要求，就减掉了后两个要件，只要是依靠被继承
人扶养的人，就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即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给适当遗产，使酌分遗产请求权的主体范围有了扩大，能够保障这
些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的生活，使其不因被继承人的死亡而生活无着。
（三）有关完善遗嘱继承和遗赠规则的进展
继承编对遗嘱继承和遗赠的规则增加了两个新规则，修改了三个原来的规则，使遗
嘱继承的法律规则比先前有了较大进展。
1. 增加了遗嘱信托
《民法典》第 1133 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 并可
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
人继承。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
人。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这一条是对遗嘱继承、遗赠以及遗嘱信托的一般
规定。与《继承法》第 16 条规定相比，本条规定新增了遗嘱信托。
遗嘱信托是指通过遗嘱而设立的信托，也叫死后信托。委托人应当预先以立遗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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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将财产的规划内容，包括交付信托后遗产的管理、分配、运用及给付等，订立在遗嘱
中，待遗嘱生效时，再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据信托的内容，管理处分信
托的遗产。遗嘱信托的遗嘱，应当符合继承编的规定；遗嘱信托的信托，应当符合《信
托法》的规定。遗嘱信托包括下列三方当事人：一是委托人即被继承人。二是受托人
即遗嘱执行人。遗嘱信托指定的受托人（遗嘱执行人），应当是具有理财能力的律师、
会计师、信托投资机构等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三是受益人即继承人。遗嘱信托的受益
人可以是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也可是遗嘱人指定的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
人。遗嘱信托的特点是在委托人死亡后才生效。通过遗嘱信托，一是既能够很好地解决
财产传承问题，使财产顺利地传给后代，也可以通过遗嘱执行人的理财能力，弥补继承人
无力理财的缺陷；二是能够减少因遗产产生的纷争，因为遗嘱信托具有法律约束力，特
别是中立的遗嘱执行人介入，能使遗产的清算和分配更公平。
2001 年我国《信托法》颁布时，首次规定了遗嘱信托的内容。直至 2018 年 12 月，
北京信托成功设立全国首单“遗嘱信托”，实现了我国遗嘱信托领域零的突破。2019 年
5 月 30 日，我国首例遗嘱信托案 (7) 宣判。我们认为，遗嘱信托因具备上述所提及的功能，
将会逐步成为主要的遗产处理方式之一。
2. 确认打印遗嘱是有效的遗嘱形式
打印遗嘱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
《继承法》没有规
定这种遗嘱形式的原因是，
立法当时电脑尚未普及，
国人使用打印机打印的书写方法还比
较少见，
打印遗嘱还没有出现规范的必要。
《民法典》第 1136 条规定：
“打印遗嘱应当有
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这
是继承编根据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的新规定，
确认了打印遗嘱形式，
弥补了我国遗嘱
形式的空白，
适应了电脑普及使用后很少有人用笔写作的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需要。
由于《继承法》没有规定打印遗嘱，
以往司法实践对打印遗嘱的效力存在较多争议，
有的认为是自书遗嘱，
有的认为是代书遗嘱。这些意见都不够准确。其实，
打印遗嘱既不
确定其效力。鉴
是自书遗嘱，
也不是代书遗嘱，
而是独立的遗嘱形式，(8) 应当依照其特点，
于打印遗嘱应用的普遍性和判断的复杂性，
《民法典》第 1136 条规定打印遗嘱是法定的
遗嘱形式，对符合条件要求的，应当确认其法律效力。依据该条规定，打印遗嘱有效的要
(9) 二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
件有四：一是遗嘱为电脑制作、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文本形式；

场见证，
并在打印遗嘱文本的每一页签名；三是遗嘱人也必须在打印遗嘱文本的每一页签
名；四是在遗嘱文本上注明立遗嘱的年、
月、
日。具备这些要件，
打印遗嘱发生遗嘱效力。
目前，规定打印遗嘱是合法遗嘱形式的立法例较少，例如，《土库曼斯坦民法典》第
1183 条规定：“以通常认可的技术手段制成的书面遗嘱，须有遗嘱人的亲笔签名。在遗
(7)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 02 民终 1307 号民事判决书。

(8)

参见张萱、
陶海荣：
《打印遗嘱的法律性质与效力》
，
载《法学》2007 年第 9 期，第 141 页。

(9)

这里是否包括打字机打印的遗嘱，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包括，只是现实生活中用打字机打印的遗嘱已经
不多见。这样理解，
可以为打字机打印的遗嘱保留适用本条规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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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人订立遗嘱并亲笔签名时，须有两名见证人确认遗嘱是其在场时以上述技术手段订立
的。遗嘱人亲笔签名后，应在遗嘱人和两名见证人均在场的情形下以在遗嘱上添加注明
见证人的姓、名和住所地之记载方式毫不迟延地对订立的遗嘱进行证实”(10)。《魁北克民
法典》第 728 条规定：“如遗嘱由第三人或运用技术手段书写，遗嘱人和证人应当在没
有其签名的此等文件的每一页上画押或签名。如遵守了其他手续，每一页上画押或签名
的阙如不妨碍作为当着公证人订立的公证遗嘱无效的遗嘱作为当着证人订立的遗嘱有
“遗嘱人打印的自书遗嘱，除非在每一页上
效。”(11)《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885 条规定：
都载有表明它是自书遗嘱的手写说明，无效。”(12)《越南民法典》第 634 条也有类似的规
定。(13) 这些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有的是基于用人工打印机打印的方式，有的是针对用
电脑和打印机打印的方式，不论何种方式的打印遗嘱，确定其有效条件是基本相同或者
相似的。我国民法典继承编确认打印遗嘱的效力，是有立法例支持的，体现了当代社会
新的科技手段运用对打印遗嘱的要求。
3. 确认录像遗嘱是有效的遗嘱形式，完善录音录像遗嘱有效要件
《继承法》第 17 条没有规定录像遗嘱，对录音遗嘱规定的条件也比较简单，只要有
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就可以了。《民法典》第 1137 条规定，一是增加录像遗嘱形式，称
为录音录像遗嘱；二是在“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有效要件外，增加了“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的要求。录音录像
遗嘱是一种新型的遗嘱方式，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录制下来的遗嘱人的口述遗嘱，其实
就是视听遗嘱。关于录音录像遗嘱究竟是一种还是两种遗嘱方式，应当看到，在录像遗
嘱中自然包括录音，而纯粹的录音遗嘱中就没有录像，使用当前的科学技术制作视频遗
嘱虽然并不存在难度，但是，仍然存在以录音记录遗嘱的可能性，故将录音录像遗嘱分为
两种不同方式，还是必要的。
4. 补充规定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不能做遗嘱见证人
《继承法》第 18 条对遗嘱见证人的资格作了规定。遗嘱见证人，是指订立遗嘱时亲
临遗嘱制作现场，对遗嘱真实性予以证明的第三人。法律要求除自书遗嘱之外的其他各
种遗嘱皆应有见证人参与，是借此确保遗嘱的真实及方式的正确，因而见证人的民事行
为能力及其可信度如何，遗嘱见证人证明的真伪，都直接关系着遗嘱的效力。《继承法》
第 18 条规定体现了这些要求。
《民法典》第 1140 条规定：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较《继承法》第 18 条，这一条文增加了“其他
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不能做遗嘱见证人的规定。遗嘱见证能力，是指能够辨别遗嘱人
(10)

徐国栋主编：
《土库曼斯坦民法典》
，
魏磊杰、
朱淼、
杨秋颜译，蒋军洲校，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3 页。

(11)

徐国栋主编：
《魁北克民法典》
，
孙建江、
郭站红、
朱亚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6 页。

(12)

徐国栋主编：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
，
薛军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金钱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2 年版，第 172 页。

(13) 《越南民法典》
，
伍光红、
黄氏惠译，
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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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遗嘱时具体精神状况和遗嘱内容是否真实的能力。见证人是否具有见证能力，应当
以参加设立遗嘱见证时为准。在本条中，使用的是“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所谓
“其他”，是相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言的，是指这些人之外的、不
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例如，虽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智力发展不够健全的人，不能
辨别遗嘱人设立遗嘱时的精神状况是否符合设立遗嘱的要求，对遗嘱内容是否真实缺乏
正常的判断能力，属于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这些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做了遗
嘱见证人也不具有遗嘱见证的效力，会导致其所见证的遗嘱无效的后果。
5. 确认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时设立在后效力优先原则
对遗嘱人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的效力，《继承法》第 20 条第 2 款虽然规定
了“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则，但是，第 3 款又规定了
“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的公证遗嘱效力优先原则，其正
面意义是确保遗嘱人设立遗嘱的意思表示真实和慎重，但是，其真实的背景是，由于立法
之时公证机构建立不久、需要增加业务，因而刻意强调公证遗嘱的权威性。这种立法是
没有立法例支持的，也限制了遗嘱人的遗嘱自由。对此，《民法典》第 1142 条第 3 款删
除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原则，强调“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使遗嘱设立在后效力优先原则成为判断遗嘱效力的最高、最终原则。这是对数份遗嘱内
容相抵触时效力判断标准的正确规定。遗嘱人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规定公证遗
嘱具有最高效力，其他任何形式的遗嘱都不能变更、撤回公证遗嘱，就有可能将并不代表
遗嘱人最终真实意思的公证遗嘱的效力绝对化，一旦遗嘱人在设立公证遗嘱后，临终之
前想要撤回或者变更以前设立的公证遗嘱，因不能及时作出新的公证遗嘱，遗嘱人关于
处分其遗产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无法实现。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中究竟哪一份遗嘱最
能够代表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当然是离遗嘱人死亡时间最近的遗嘱最真实。继承编确
立遗嘱设立在后效力优先原则，确认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以最后的遗嘱为准，替代了公
证遗嘱效力优先的错误规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此外，第 1142 条第 1 款将“遗嘱撤销”改为“遗嘱撤回”，使继承编的概念更加准
确。因为撤销是对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的否定，而撤回是对未生效的意思表示的否定。
遗嘱设立后至遗嘱人死亡之前，遗嘱并未生效，因而使用“遗嘱撤销”的表述是不正确
的。《继承法》立法时对此并不严格区别，使用了撤销的表述。第 1142 条第 2 款规定，
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
即将遗嘱人实施的与遗嘱内容相反的行为推定为遗嘱人对遗嘱内容的撤回，是具有实际
操作价值的继承法律新规则。
（四）有关完善遗产的处理规则的进展
1. 增设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职责等五项新规则
遗产管理人，是指经过授权，对死者遗产负有保存和管理职责的人。(14) 遗产管理人
(14)

参见付翠英：
《遗产管理制度的设立基础和体系架构》，载《法学》2012 年第 8 期，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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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在于，当被继承人死亡时，已经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遗产管理人
就代表被继承人的意思，保存和管理被继承人的遗产，确保遗产在继承开始后至遗产分
割前的期间内保值和增值，提高遗产管理效率，防止其遗产被他人侵夺或者争抢，使被继
承人遗嘱指定的或者法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继承遗产或取得遗产权利得以实现，保证
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债权利益。因此，遗产管理人的产生、职责、责任、报酬，对保护好遗
产、保障被继承人处置遗产的意志之实现、保护继承人及受遗赠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被继
承人的债权人的债权，都具有重要意义。《继承法》仅在第 24 条规定了“存有遗产的人，
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的内容，没有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使这
一重要的继承规则欠缺。《民法典》第 1145-1149 条用 5 个条文，全面规定了遗产管理
人制度，填补了我国继承法律规则的空白。
第一，《民法典》第 1145 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确定“继承开始后，遗
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的，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一是继承人
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二是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三是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
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有人质疑在第三种情形下为什么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作为遗产管
理人的资格。这是因为在城镇，民政部门就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职能部门，遗产管理人
直接由所在地民政部门担任，不仅更胜任遗产管理人的工作，而且也是其部门职责所在，
当然比居民委员会作为遗产管理人更为优越。而农村地域广大，靠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
理人是其力所不及，而村民委员会就在当地，情况熟悉，法律规定其可以作为遗产管理
人，其完全可以胜任。
第二，第 1146 条规定，对确定遗产管理人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法院指定
遗产管理人。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定情况，是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例如，遗嘱未
指定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对遗产管理人的选任有争议；或者遗嘱未指定遗
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被继承人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下落不明；或者对指定遗产管理
人的遗嘱的效力存在争议；或者没有产生遗产管理人，遗产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继承人
的行为已经或将要损害其债权利益等。出现上述情形之一，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起诉，
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为保证遗产的安全，避免遗产的损毁，人民法院在指定遗产管理
人之前，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可以对遗产进行必要的处分，即在紧急情况下（如遗产有
毁损、灭失危险时）
，法院可代行遗产管理人的部分职责。在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之后，
遗产管理人应当立即就位，
履行遗产管理人的管理职责，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
第 1147 条规定，
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一是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
单；二是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三是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四是处理被继
承人的债权债务；五是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六是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
的其他必要行为，例如处置遗产管理中出现的特殊情形。遗产管理人应当按照上述规定
的职责范围履行管理职责。对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指导遗
产管理人依法履行遗产管理职责，
避免管理失误及损害继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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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第 1148 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遗产管理人不论是否受有报酬，
均应依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履行职责。其注意程度，应与宣告失踪人之财产管理
人之注意义务相同。(15) 遗产管理人须忠实、谨慎地履行管理职责，因遗产管理人不当履
行上述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遗产债权人造成损害的，继承
人、受遗赠人或遗产债权人有权要求遗产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这
样规定的目的在于，明确遗产管理人不正当履行对遗产的管理职责而应当承担的后果责
任，警示其依法履职，同时也确定责任承担的标准，提供裁判依据。
第五，第 1149 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获得报酬”。
遗产管理人提供遗产管理服务，可以是有偿服务，也可以是无偿服务。在通常情况下，遗
产管理人是有偿提供服务，原因是，遗产管理人是为他人的利益实施管理遗产的行为，为
实现遗产的保值增值、保护遗产继承各方当事人的权益付出了时间、劳动等，向遗产管理
人支付管理费用理所当然。认可遗产管理人可以获得报酬是对遗产管理劳动价值的承
认，也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故遗产管理人收费应当是常态，特别是受委托的遗产管
理人更应如此。
2. 增加规定转继承的一般规则
转继承，又称再继承或第二次继承，是指继承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分割前死
亡 , 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由他的合法继承人继承的继承制度。(16)《继承法》没
有明文规定转继承，但转继承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并在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继承
编确认转继承，第 1152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
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但是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
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因而，继承开始，继承人只要没有放弃继承的表示，就取得了遗产
的所有权，遗产分割只是法律上的认定或宣示。转继承只是对被转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
额的再继承，而非继承权利的移转，即直接继承被转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即可。如果
转继承人放弃对被转继承人的继承权，其实就是继承人放弃了被继承人的继承权，应当
依照第 1124 条规定，在遗产处理前作出书面声明，就不再继承被转继承人的遗产，包括
转继承应当继承的份额。
转继承在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中都会发生，都须具备下列要件：一是须继承人在
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二是须继承人未丧失
或放弃继承权；三是须由死亡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其应继承的遗产份额。转继承的效
力，是指符合了转继承的要件，发生转继承产生的继承法律后果。在转继承中，作为转继
承客体的被转继承人的应继份，根据死亡的被转继承人的继承方式而有差异：如果死亡
(15)

参见史尚宽：
《继承法论》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4 页。

(16)

参见王作堂、
魏盛礼：
《试论转继承的性质》
，
载《中外法学》1993 年第 5 期，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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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转继承人根据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则其应继份为根据法定继承所取得的份额；
如被转继承人为遗嘱继承人时，则依照被继承人的遗嘱确定其所取得的应继份。转继承
人取得的份额也根据继承方式的不同而有差异：在存在合法有效遗嘱时，转继承人适用
遗嘱继承取得被转继承人的遗产份额；无遗嘱或者无有效遗嘱存在时，适用法定继承取
得被转继承人的遗产份额。
3. 明确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的遗产部分依照法定继承处理
《民法典》第 1154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
（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
（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
权或者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或者终止；
（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五）遗嘱未处分的遗产。”这一条文与《继承法》
第 27 条规定相比：一是增加了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的遗产部分也应当依照法定继承
处理的规则。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这一部分的有关遗产当然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
理；同样，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其中遗产的相关部分也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继
承法》之所以没有这个规定，是因为该法第 7 条只规定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没有规定
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民法典》第 1125 条第 3 款规定了“受遗赠人有本条第一款
规定行为的，丧失受遗赠权”的内容，因此相对应地增加了第 1154 条第 2 项的这一新规
则。二是在“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事由的基础上，增加了“或者终止”
的内容。根据《继承法》第 16 条规定，接受遗赠的主体包括三类，分别是国家、集体、法
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民法典》第 1133 条第 3 款规定新增了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作
为受遗赠主体。与该规定相对应，本条规定新增了“或者终止”的内容。
4. 扩大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的主体范围
《继承法》第 31 条规定 , 遗赠扶养协议只可以与扶养人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签订
遗赠扶养协议，其他主体不能作为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民法典》第 1158 条对此进
行了完善，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之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将扶养主
体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继承人之外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更有利于对被扶养人
的扶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5. 明确无人继承且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有后用于公益事业
在继承领域中，无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有多宽，总会出现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
遗产。我国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原本就狭窄，出现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是不可避
免的，且几率较大。依据《继承法》第 32 条将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确定收归
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后究竟作何之用，不无疑问。《民法典》第 1160 条前段规定“无人继
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明确了这一问题，使私人的遗产
即使被收归国有，也只能用于公益事业之正当目的，符合正当性原则的要求，是完全正确
的，符合国家取得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的公益目的。
6. 增加规定了遗产债务的清偿顺序
在一项被继承人的遗产上，既发生了法定继承，又发生了遗嘱继承、遗赠的，究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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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哪一部分继承的遗产承担遗产债务，既涉及不同的继承和遗赠的效力问题，也涉及对
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债权保护问题。
《民法典》第 1163 条借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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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条规定的规则，规定：“既有
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遗赠的，由法定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
务；超过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清
偿”
，对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遗赠之于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的遗产清偿
顺序作了明确规定。
这一规定与继承编关于继承方式及遗赠、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效力规定实质上一
致。依照《民法典》第 1123 条关于“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的规定，不同的继承方式、
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的优先顺序为：第一是遗赠扶养协议，第二是遗嘱继承和遗赠，第
三是法定继承。与这一规定相对应，当已经发生了继承、遗赠后，需要继承人以其继承的
遗产、受遗赠人以其接受的遗产清偿被继承人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时，就应当按照与
第 1123 条规定的相反顺序进行。因此，第 1163 条规定的新规则是：首先由法定继承人
清偿被继承人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其次，被继承人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的数额超
过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即法定继承人继承的遗产全部用于缴纳税款和清偿债
务但仍有不足时，依照有限继承原则的要求，法定继承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而由遗嘱继
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予以清偿。由于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接受遗产是
有对价的，因此，不承担清偿被继承人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的责任。
此外，继承编还对一些条文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如将“公民”改为“自然人”、“行
为能力”改为“民事行为能力”
、
“单位或者个人”改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
；
并调整了法条顺序和安排，如将《继承法》第 22 条遗嘱无效的条文前提，将规定遗嘱形
式的一个条文拆分成每一个遗嘱形式为一条，并将公证遗嘱放到最后等。这些做法，主
要是与总则编的表述保持一致，使继承编的逻辑结构更为严谨。其中，将“单位或者个
人”改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
（如第 1144 条）
，一是因为《继承法》强调被继
承人所在“单位”对职工的责任，而现在的单位已经不具有这样的职能，因此改为“有
关组织”；二是并非所有的“个人”都与特定的继承关系有关，因此将“个人”改为“利
害关系人”
。

二、继承编完善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的特点和重点
（一）继承编完善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的特点
继承编对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的上述修改和完善，体现了以下主要特点：
1. 突出继承制度的私法属性，彰显对民事主体私有财产的保护
继承法律制度是私法制度，必须突出对个人私有财产权益的法律保护。民法典总则
编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第 113 条）。继承权作为继承制度的
99

中国法学

2020 年第 4 期

核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在继承领域保护私人财产权益，就是要在对遗产的处理中，将
个人的私有财产权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全面加以保护。继承编的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
以下方面：
第一，适当扩大继承人范围，确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代位继承。遗产就
是被继承人生前所有的合法财产，
是私有财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
遗产依照其自己的意
志或者依照法律在其继承人的范围内进行流转，他人不得非法取得，是私有财产权益得
到保护的体现。法律保护的手段，是按照被继承人的遗嘱或者法律的规定，尽可能地让
遗产在被继承人的亲属中流转，
因此，
扩展继承人的范围就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继承法》
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只规定了两个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因而会出现较多无人继
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继承编通过增加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是代位继承的
继承人，
使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有所扩大，
对保护私有财产权益而言是一个重要进步。
第二，补充遗产的处理制度的欠缺，保护好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法》对遗产的管
理制度不够完整，使被继承人的遗产存在受到侵害的可能性较大。为保护好继承人、受
遗赠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权益，针对《继承法》的立法不足，继承编用 5 个条文规
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以充分发挥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更好地保护好继承法律关系的客
体（即遗产），成为继承编“遗产的处理”一章最大的亮点。
第三，改变错误的遗嘱效力规则，废除公证遗嘱优先原则。为了更进一步体现被继
承人处置其身后遗产的自由意志，继承编改变在遗嘱人立有数份内容抵触的遗嘱时公证
遗嘱效力优先原则，将时间在后效力优先原则作为最终原则。这就为已经立了公证遗嘱
但是在临终前来不及以公证遗嘱变更或者撤回原公证遗嘱的被继承人清除了自由行使
对自己私有财产权益处分权的障碍，能够更好地保护私人财产权利。
2. 突出时代特点，在继承领域积极回应科技进步的要求
继承编紧跟时代发展，呼应科技进步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对遗嘱形式和遗产范围规
定的新规则上。对遗嘱形式，基于电脑打印技术普及和录音录像便利化使用等技术发
展，打破了不认可打印遗嘱效力的做法，使之成为法定的遗嘱形式，并将录像遗嘱与录音
遗嘱结合起来，一并纳入我国有效遗嘱形式中，不仅使我国的遗嘱形式增多，也使当代科
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能够应用到继承领域中，使在继承领域利用当代科学技术成果的遗嘱
形式得到充分肯定，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对遗产范围，尽管继承编对其界定采取概括式
规定，没有明文将时代发展的新型财产写进遗产范围，但是，由于民法典总则编规定了知
识产权的新客体（第 123 条）和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第 127 条），因而能够使这些有形
的或者无形的新型财产都成为遗产，这同样因应了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对继承法律制度
提出的新要求，体现了时代的特点。
3. 突出私法自治，尊重被继承人对其身后遗产处置的自由意志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权利人支配其财产的基本原则。在对待遗产上，
继承编尊重和保护被继承人对遗产处置的意志，即使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在法定继承
中也是按照保护和尊重财产所有权人对所有权支配的一般情形确定法定继承规则。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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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包括：首先，在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中，强调遗嘱继承优先（第 1123 条）
，把被继承
人明确表达支配自己身后遗产的遗嘱认定为具有对遗产处置的最高效力，排斥法定继承
的适用，表达了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其次，第 1125 条首次确认被继承人的宽宥权及宽
宥权行使的效果，对即使继承权相对丧失的继承人，被继承人也可以通过宽宥而使其恢
复继承权、
能够取得被继承人的遗产。这是我国继承观念和规则的一个重大转变。再次，
第 1133 条第 4 款明确了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遗嘱信托由受托人依照遗嘱人
的意愿分配遗产，
将充分保障被继承人处分遗产的自由意志得到实现。最后，
对于取得了
遗产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及受遗赠人负担被继承人的债务的顺序，第 1163 条规定
了由法定继承人首先负担遗产债务清偿义务、遗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次之的遗产债务
清偿顺序，体现了对被继承人对处置自己遗产意志的尊重和保护。这些正是继承编对总
则编中“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原则（第 130 条）的
具体体现。
（二）继承编完善继承规则的重点
概括起来，继承编对继承法律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的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主要是
围绕着完善继承规则体系进行的。
首先，继承编修改完善继承规则体系的重点，是放在“遗产的处理”部分。继承编
分为四章，作了有实质意义的重要修改的条文和新增加的条文共 20 条，其中集中在“遗
产的处理”一章的为 10 条，占 50%；其他三章共只有 10 条，占 50%。从“遗产的处理”
一章的 10 条新规则的内容上看，涉及遗产管理人的条文就有 5 条（第 1145-1149 条）
。
其他包括转继承规则（第 1152 条）
，受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的遗产部分依照法定继承处
理规则（第 1154 条）
，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主体范围规定（第 1158 条），无人继承且无
人受遗赠的遗产处置规则（第 1160 条）
，接受遗产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及受遗赠
人清偿被继承人之债务的顺序规则（第 1163 条）；共 5 条。由此可见，继承编对继承规
则的修改，
重点集中在遗产处理规则上，
主要是对遗产的管理和处置规则的修改和完善。
其次，继承编也对继承的基本制度作出了部分修改完善。主要的内容是：第一，在
继承的一般规则中修改完善的规则有 3 条，一是对相互有继承关系的继承人在同一事件
中死亡的时间推定（第 1121 条第 2 款），二是改变了对遗产范围的规定（第 1122 条），
三是补充丧失继承权的事由、新规定被继承人的宽宥权及受遗赠人有法定事由情形时丧
失受遗赠权（第 1125 条）。第二，关于法定继承制度的修改完善有两处，一是增加规定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的代位继承（第 1128 第 2 款），二是扩大酌分遗产请求权主
体的范围（第 1131 条）。第三，在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中修改完善的规则有 5 条，一是
增加了遗嘱信托的规定（第 1133 条第 4 款），二是增加打印遗嘱的规定（第 1136 条），
三是规定录音录像遗嘱（第 1137 条），四是规定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不能做见证人
（第 1140 条），五是否定公证遗嘱效力优先原则（第 1142 条第 3 款）。可见，继承编在对
“一般规定”“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这三章的修订中，主要是对继承规则的一
般性修改和补充，对基本继承制度的改变不大，基本上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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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民法典编纂对继承制度的修改完善，重点是对我
国继承规则的补充和完善，突出点是对遗产管理规则的修改，对我国的基本继承制度是
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补充，保持了我国基本继承制度的稳定。

三、对继承编规定的继承制度现状评估及适用的基本要求
（一）对继承编规定的继承制度现状的评估结论
通过以上就继承编对我国继承制度和规则修改完善的内容和特点、重点的讨论，可
以得出以下评估结论。
1. 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我国《继承法》规定的继承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基础上的，与改
革开放的社会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尽管当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个人的经济
收入还不够高，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最终完成，(17)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上建立起
来的继承制度，
其基本属性是符合社会经济基础和支配个人财产需要的继承法律制度。
虽然继承编对《继承法》有约 44% 的条文进行了修改或增加，但是，继承编对我国
继承规则并没有进行重大改变，主要修改的还是集中在对遗产处理的规则和继承规则的
完善上。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现了当代遗产处理规则的改变。
这是因为，经过 30 多年的深入改革开放，经济不断发展，个人财富水平不断提升，有些人
积累的财富数量巨大，被继承人死亡后有大量的遗产，需要对这些财富进行管理和分配，
而不是简单的清点就能够保证遗产完整和分配的合法性。当然也有一些继承制度的改
变，不过，这些都没有改变我国继承制度的本质特征。可以说，继承编继续保持着改革开
放社会的继承制度的属性，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行了完善。
2. 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制度没有改变
我国 1985 年创建的继承法律制度，除了规定继承法的一般规则之外，就是法定继
承、遗嘱继承和遗赠、遗产的处理，共有四大板块。这是自 1950 年代起草的继承法草案
开始，(18) 直到《继承法》公布确定的基本继承法律制度。例如，在继承顺序上，1958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稿）》第 15 条规定的法定继承顺序是，第一顺序为配
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第三顺序为祖父母；第 16 条规定孙子女、曾孙子
女可以代位继承。(19) 当时立法者认为，欧陆国家民法典采取继承人范围无限制原则，规
定了众多的继承顺序，“而苏俄民法则采取范围较窄的原则，只有配偶、子女、父母、兄弟
姐妹以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并且在被继承人生前共同生活一年以上的才有继承权（见
《苏俄民法典》第 418 条）。……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历史传统，是不宜过宽和过窄的，
(17)
(18)

参见杨立新、
刘德权、
杨震主编：
《继承法的现代化》
，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稿）
〉
（1958 年 3 月）
》
，载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
订本）
》
（上卷）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809-811 页。

(19)

参见前注 ⑱，
何勤华等编书，
第 810-8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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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宽会使遗产过分分散，对遗产的使用不利，而且容易发生纠纷；过窄则又违反群众的
(20)。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继承法》
，确定的法
习惯，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团结和互助”

定继承顺序就是采取这一规则，继承制度简洁明了，容易操作。
我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与 1985 年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拥有的财富也今非昔
比，需要有更加具体和细致的规则作为处理遗产的规范，不仅需要有遗嘱继承作为主导
的继承制度，还要在法定继承中增加代位继承的继承人、补充规定法定继承人丧失继承
权的事由，确立被继承人的宽宥制度，在遗嘱继承和遗赠中增加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特
别是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制度和转继承制度等，这些都适应了时代的变化和被继承人实
际处分遗产自由意志的需要。尽管如此，由于继承编对继承法律的基本制度未作实质性
改变，因而仍然保持了基本继承制度的稳定。
3. 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规则没有改变
在继承编的 45 个条文中，有 20 个条文是新增加或者经过实质意义性修改的，数量
较多，不过，大部分的修订集中在继承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则的修改完善方面，都不是对继
承制度基本规则的改变。可以进行比较的是，继承编的前三章规定的是我国继承制度的
主要规则，仅有 10 项修改；而遗产的处理一章就有 10 项修改完善，可见，继承编的完善
不是对继承主要规则的修改，因此，继承编的继承规则体系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
本保持着原有的状况，只是纠正了部分原有不当的规定，并使继承规则有所丰满。
（二）我国民法典规定继承法律制度保持基本稳定的原因
继承编对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属性、基本制度和基本规则没有根本改变，保持了我
国继承法律制度的基本稳定，没有使我国的继承法律制度发生大起大落的变化，其原因，
主要是我国继承法律的基本立法思想没有改变。
首先，继承制度涉及千家万户，制度和规则都需要稳定，对继承法律的基本属性、基
本制度和基本规则不能轻易作出大的改变，以避免引起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大变化。确
实，继承法律制度关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需要有稳定的制度和规则进行规范。编纂
民法典对继承编的规则进行修订，坚持的就是这样的立法思想，具有其合理性。例如，对
父母的法定继承人顺序，继承编继续规定为第一顺位，曾经有过借鉴多数国家的做法，
将其改变为第二顺位法定继承人的尝试，(21) 但是，阻力较大，多数人不接受。又如，对将
配偶规定为无固定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跟随其他顺序的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也有过尝
试，(22) 很多人也不接受这样的意见。鉴于这样的原因，继承编规定的继承法律保持基本
属性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和基本规则不变，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
追求继承制度稳定的根源，
是大多数人对继承法律制度改变的接受程度。现有
(20) 《关于继承问题向彭真同志的报告（1956 年 9 月 27 日）
》，载前注 ⑱，何勤华等编书，第 812-813 页。
(21) 《中国民法典分则继承编草案（室内稿）
》第 9 条第 1 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子女；第二顺序：

父母；第三顺序：兄弟姐妹、
祖父母、
外祖父母。
”
(22) 《中国民法典分则继承编草案（室内稿）
》第 9 条第 2 款规定：
“配偶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或者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

共同继承，
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和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的，配偶继承全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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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法律制度及其基本规则经过 30 多年的适用，绝大多数民众已经对之习以为常，视
之为必须如此的继承制度、
是最合理的。虽然我国继承法律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
但习惯
形成的力量是惊人的。例如，较窄的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与五服以内为近亲、有继承
权的民族习惯并不一样，
即使如此，
立法没有采纳这种传统习惯而规定较窄的法定继承人
范围，
社会也是接受的，
并且不希望改变。又如，
对父母的法定继承顺序，
各国多不规定在
第一顺序，
但我国的习惯却是父母应当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经过了 30 多年的反复适用，
人民群众已经接受这样的规则，
改变的社会成本过大。立法者审时度势，
对继承法律的基
本制度和继承规则只进行适当的修改和完善，
继续保持原有的继承基本制度不变。
正是由于我国继承法律制度的立法指导思想不变，才形成了继承编规定的继承法律
的基本属性不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规则不变的结果。保持继承法律制度和规则的稳
定，符合社会的需求。
实事求是地说，
由于继承编要保持继承制度和规则的稳定，
因而原《继承法》存在的
一些问题还继续存在，例如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法定继承顺序过少、遗嘱继承规则规
定不够、
限制遗嘱继承的特留分权没有规定等，
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
完善。
（三）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继承编的基本要求
继承编规定继承法律制度虽然是私法，具有较强的示范性，然而，在法定继承等领域
的规则却具有强制性。新法实施，需要采取妥善的方法，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继承的新
规则，保障继承法律关系争议得到合理解决。
1. 坚持和明确继承制度稳定的法律适用指导思想
继承法律制度基本稳定的最大的优势是，自然人处置遗产的基本观念不用发生重大
转变，仍然依照原有的支配遗产的方法处理遗产的分配，对发生的纠纷，基本的裁判要求
也不必有大的改变。
首先，自然人处置身后遗产自由的基本观念不必改变，仍然依循原有的继承规则处
置遗产。继承规则的性质主要是行为规则。如果行为规则发生较大、较强烈的变化，需
要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例如，每一个自然人需要学习新规则，学习、理解不够还会付出
代价。实施处置遗产的行为如果不符合变化后的规则要求，不仅对行为人发生不利的后
果，而且社会公众也会产生抱怨，造成社会负担。继承制度和规则保持基本稳定，只是具
体规则有部分改变，对学习和掌握新的继承规则而言难度不大，能够使民事主体尽快适
应新规则的要求，无论是被继承人还是继承人以及受遗赠人和遗产债权人，都能够尽快
按照规范实施处置遗产的行为，实现遗产流转秩序的稳定。
其次，继承法律制度保持稳定，对于公证和律师等法律服务机构具有重要意义：就
公证机构而言，尽管取消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原则，但并不会损害公证机构在处理遗产
方面的威信和地位。在律师方面，律师代理不会有更大的技术改变，还会扩大律师代理
的范围，增加遗产管理人的业务项目，使其更好地为当事人服务，得到更好的业绩。对于
中华遗嘱库之类民间服务机构而言，能够稳定其为遗嘱人服务的工作热情，更好地为遗
嘱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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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继承规则更是裁判规则，继承法律制度和规则保持稳定，能保证法官在司法实
践中对遗产继承纠纷的司法裁判保持稳定，适用新的继承规则也不会形成重大转变。对
我国十余万民事法官来说，就是能在执法观念上保持稳定，坚持继承法律的基本属性不
变、基本制度不变、基本规则不变对法律适用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保持基本的裁判规则
不变，将新规则作为基本裁判规则的补充，有利于正确理解和适用继承编的规定，解决继
承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继承编规定的新规则
由于继承编规定了一些新的继承规则，因此，存在对新规则的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
的问题，否则，不能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第一，对继承编规定的新的继承制度，应当放在民法典的大环境中进行整体理解，
准确确定其含义。例如，继承编新增加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形成了完整的规则体系。
在理解和适用中，应当作整体解释。例如，对第 1148 条规定的遗产管理人违反职责造成
损害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既是违约责任，又是侵权责任，但在适用时，既不能依照合同
编规定的违约责任一般规则（第 584 条）处理，也不能依照侵权责任编规定的侵权过错
责任（第 1165 条）确定责任，只能依照第 1148 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一般过失造成的
损害不承担责任，只有遗产管理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才承担赔偿责任。这正是
民法典总则编关于依照法律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第 176 条）的要求。
第二，对继承编依据法理规定的新规则，应当依照法理基础解释新规则的真实含义。
例如，第 1125 条第 2 款新增加规定的被继承人宽宥权，明确规定对故意杀害被继承人，
或者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被继承人不得宽宥。在《继承法》没有规定宽宥
权的情形下，对于丧失继承权的杀害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的行为，究竟是要求既遂，还
是未遂、预备，可以不必过问，都可以认为丧失继承权。但是，在规定了被继承人享有宽
宥权后，对那些故意杀人而没有杀死、只处于杀人预备或者未遂阶段的继承人，如果被继
承人予以宽宥的，是否发生行使宽宥权的后果、准许其继承遗产，并不十分明确。对此，
应当对该条文规定的内容进行精准解释：“故意杀害”并不是“故意杀人”的同义语，
故意杀害应当是已经杀死，如果只是故意杀人预备或者未遂，不能认定为“故意杀害”，
因而在被继承人予以宽宥后不丧失继承权。这样理解，可以比较圆满地处理故意杀人预
备和未遂的继承人的继承权问题。例如，继承人只有杀害被继承人或者其他继承人的犯
意，甚至也做了一些犯罪的准备工作，最终并没有实施杀害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的行
为，或者实施了杀害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的行为而未遂，尽管也是应当予以法律谴责
的，但是被继承人不认为应当剥夺其继承权的，即能使其不丧失继承权。如果凡是故意
杀害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的，不论既遂、未遂或者预备，一律丧失继承权且不得宽宥，
并不符合情理，也会限制被继承人的权利，使其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的身后遗
产。对此，只有正确解释新规则，才能够使其得到正确实施。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尚
需等待有效的司法解释。
第三，对于继承编借鉴司法解释经验规定的新规则，应当结合司法解释的基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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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继承编规定的很多新规则，是借鉴原来的司法解释规范制定的。例如，《民法典》
第 1121 条第 2 款规定的对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时间死亡先后顺序推定规则，
借鉴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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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的规定；又如，第 1163 条规定的已经被继承的遗产承担遗产债务的顺序，来源于
该司法解释第 62 条规定。这些来源于或者借鉴于司法解释而制定的新规则，都是将司
法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的规则，在确定这些新规则的准确含义时，应当借鉴于所依据的
司法解释，才能够正确适用法律。
3. 统一理解和适用继承编规定的新、老规则
应当看到的是，尽管继承编增加的新规则和修订的新规则所占比例较大，但是，与原
有的继承规则还是和谐、统一的，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了我国继承制度比较
完整的规则体系，不存在相互冲突和抵触的问题。例如，按照原来的规定，在兄弟姐妹作
为被继承人的继承人时，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其子女是不能代位继承的，在代位继承中
增加了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享有代位继承权的规定之后，就给被继承人的侄子、
侄女、外甥、外甥女保留了继承的机会，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这种代位继承制度，
与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规则是完全协调的，形成代位继承两种类型
的规则体系，保护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和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的代位
继承权。这也正是继承编将两种代位继承同时规定在第 1128 条的初衷。由于原有的代
位继承规则和新规定的代位继承规则相统一，在适用法律时，没有太大的困难。同样，新
增加的第 1152 条规定转继承制度，尽管《继承法》没有规定，但是，有社会生活的实际
经验和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在适用中也没有明显的困难。
所以，继承编经过修订和完善，新规则和原规则相互协调，形成了完整的继承法律制
度和具体规则。在适用中须新老规则配合，相互统一，严格适用，维护好遗产流转秩序。
4. 区分强制性规定与示范性规定的具体适用方法
继承编的法律规则既有强制性规定，也有示范性规定。在法律适用中，应当根据法
律规则性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对继承规则的强制性规定，例如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
承顺序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能违反，应当按照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适用。对继承规则
中的那些非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支持权利人的选择，使权利人的权利能够实现。例如，
继承编仍然适用限定继承原则，即继承人仅以所继承的遗产范围为被继承人承担遗产债
务，对于接受继承而清偿遗产债务，或者放弃继承而拒绝清偿遗产债务，继承人完全有选
择权。如果继承人行使了选择权，对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发生争议的，应当支持继承人
的选择，而不能强制继承人“父债子还”，实行无限继承原则。再如，继承编新规定的宽
宥权属于被继承人，被继承人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丧失继承权的继承人选择宽
宥，就发生宽宥的效力；拒绝宽宥，继承人就不得继承其遗产。对这些示范性的继承规
则，司法应当尊重权利人的选择，不得进行强制。
5. 对欠缺的继承规则应当用好类推适用与补充法源
在实践中出现继承编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形时，应当采用类推适用法律规则和适用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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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源规则予以补充。
对于能够类推适用的继承法律规则，尽量予以类推适用。例如，继承编没有规定特
留份制度，继承人不享有特留份权。如果局限于法律的这一规定，将无法使侵害继承人
特留份权的遗嘱人处置遗产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由于特留份制度与继承编规定的
必留份制度相近、法理相通，只是权利主体和内容有所不同，因而，对那些遗嘱人处分遗
产侵害了享有特留份权的继承人的继承权的，应当准许类推适用必留份规则，这样就能
够实现法定继承人的特留份权，保护好特留份权继承人的合法权益。(23) 对继承编存在的
类似问题，如果能够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类推适用，会解决存在的现实问题。
对法律没有规定的继承规则，只要不是强制性规范，应当将习惯和法理作为补充法
源，支持权利人的选择，而不能轻易认为其意思表示违反法律。这体现的就是私法适用
中“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对于习惯，民法典总则编已经将其规定为补充法源（第
10 条），当然可以适用。对于法理，虽然《民法典》第 10 条没有将其规定为补充法源，
但是司法实践是认可的。例如，有关遗嘱继承，继承编没有规定后位继承、替补继承、密
封遗嘱等，但依照私法关于“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规则，若遗嘱人在遗嘱内容中写
明“后位继承人按照一定条件或期限取得前位继承人已经继承的遗产”或者“为继承
人或者受遗赠人指定替补继承人或者替补受遗赠人，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先于被继承人
死亡、丧失继承权或者受遗赠权、放弃继承权或者受遗赠权时，由替补继承人、替补受遗
赠人承受相应遗产”的内容的，(24) 只要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不能认为其遗嘱违
法，且这些都属于后位继承和替补继承的范畴，符合继承法法理的遗嘱内容，因而应当尊
重遗嘱人的选择，支持其选择的后位继承或者替补继承，实现其支配遗产的意志，使其可
自由支配自己的遗产；在中华遗嘱库中设立遗嘱的老年人，很多是采取秘密方式设立遗
嘱，为的是避免遗嘱遗产处分的内容被其他继承人得悉而对遗嘱人不利。虽然继承编没
有规定密封遗嘱，但是，可以将法理作为补充法源适用，确认其设立的密封遗嘱有效，按
照密封遗嘱的规则处分遗产。
此外，对于新出现的问题引致的继承规则不足，只能积累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研
究，期待今后对继承编修订时再作进一步的完善。

结

语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继承编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一起生效实施，在实践中对
继承法律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继承编尽管作了较多的修改，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则，使
我国的继承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从总体上看，对已经实施了

(23)

参见李贝：
《民法典继承编引入“特留份”制度的合理性追问——兼论现有“必留份”制度之完善》，载《法学家》
2019 年第 3 期，
第 92-95 页。

(24)

参见杨立新、
杨震：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
，
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
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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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的继承法律基本制度和基本规则并没有作出重大修改，仍然保持着继承法律制
度的基本属性，这对我国的遗产流转方法和秩序的规范、对准确适用法律调整继承法律
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在法律适用中，应当保持继承法律关系和遗产流转秩序的稳定，
正确理解新规则的法律适用方法，处理好发生的继承法律关系争议，依此，就能够适应
社会个人财富传承的实际需要，保护好人民支配身后财富和取得被继承人财富的合法
权利。

Abstract: The Part of Succession in the Civil Cod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uccession
Law supplements and modifies the succession rules, and improves the succession system
in China. The main progress include: revising the scope of the heritage, supplementing the
causes of the successor’s loss of the right of succession and the leniency system, adding the
testamentary trust, confirm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nted will and video will, adding the rule
of re-succession, abolishing the principle of notarized will priority, establishing the principle of
final will priority, and sup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heritage administrator, etc. It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lighting the private law attribute of the succession system, and demonstrat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civil subjects;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responding to the demand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succession;
highlighting the autonomy of private law, and respecting the free will of the decedent to dispose
of the property after his death; highligh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ccession system, and
supplementing and modifying the rules of success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succession system should be clearly improved, the new rules should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and applied accurately, the new and old succession rules should be understood
and applied uniformly,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of mandatory and exemplary provisions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the analogy rules and the supplementary law sources should be applied
appropriately,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succession should be adjusted well, 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succession relationship should be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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