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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中限制婚姻自由
条款的效力问题
——— 张超军诉蔡丽珍遗赠纠纷案述评
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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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遗嘱人在遗嘱中规定配偶不再结婚方能继承其遗产，这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
将身份行为作为财产行为的条件。这种遗嘱看似不当干涉了配偶的婚姻自由，实则并没有违反另一
方配偶的意志，因此不构成对婚姻自主权的侵犯，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违背公序良俗。
法院判定这种遗嘱无效，实际上不当干涉了遗嘱人合法的财产权，有违比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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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裁判要旨与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２０１３年，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遗赠纠纷上诉案件，该案的基本情况是：张建
元与蔡丽珍系夫妻关系，二人未生育子女。张建元所立遗嘱载明：其去世后，东面三间楼房使用权
归其妻蔡丽珍，西面三间平房也归其妻蔡丽珍，如其妻蔡丽珍今后嫁人，三间平房归其侄张超军所
有。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张建元去世，２００７年６月蔡丽珍与他人登记结婚，并一直占有遗嘱所列房屋。张
超军因索要未果，遂向法院起诉。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基本争议是，张超军能否依据遗嘱获得三
间平房的所有权。在本案中，张建元所立遗嘱就其遗产的继承设定了约束内容，即“如我妻蔡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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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嫁人，三间平房归我侄张超军所有”，该内容有违法律规定，其遗赠无效，张超军无受遗赠权。
法院的理由是：婚姻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基本婚姻
制度，具体而言体现为婚姻自主权这一人格权利，即自然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自愿决
定本人的婚姻，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迫与干涉。张建元去世后，蔡丽珍是否再婚应完全由蔡丽珍
自行决定，其选择再婚也是人之常情。张建元在遗嘱中设立约束内容，限制蔡丽珍的婚姻自由，违
反了有关婚姻自由的法律规定，这部分遗嘱内容因此无效，张超军不能获得遗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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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继承法》对遗嘱内容规定的唯一实质性限制。不过，按照《民法通则》第 ６ 条、第
７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我国民法学理论因此认为，遗嘱内容也不能
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２〕 我国《婚姻法》第２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
制度。第３条又进一步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我国司法实践业
已确认，违反社会公德的遗嘱，例如将财产遗赠婚外情人的遗嘱无效。〔３〕 内容违反法律的遗嘱也
不能生效。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公法，也包含私法上的禁止性规定。前者例如法律不允许遗嘱人
以遗赠的方式来逃避其纳税义务，〔４〕后者比如“某人立下遗嘱，以其妻不得改嫁作为继承其遗产
的条件，此种遗嘱明显地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原则”。〔５〕 学者在二十多年前的这个
论断仿佛预知了本案的发生，当然也在先确定了本案的判决结果。在本案中，张建元所立遗嘱限
制其妻改嫁，在性质上属于干涉其妻的婚姻自由，违反了《婚姻法》第３条的规定，法院判定这部分
遗嘱无效，既符合法律，也契合了理论上的阐述。
不过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本案中，张建元所立遗嘱的确限制其妻改嫁，但它是否构成
了对《婚姻法》第３条的“违反”？法院似乎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遗嘱只要写上其妻不得改嫁
的字样，就属于《婚姻法》第３条规定的“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但从理论上说，“侵害婚姻自主权
的行为，以违反本人意愿为构成要件”。〔６〕 那么，张建元所立遗嘱是否违反了蔡丽珍的意愿？法
院似乎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就做出了判断。本文认为，由于法院在判决中并未对遗嘱是否违
反当事人意愿的问题进行论证，致使法院在认定遗嘱内容“违法”时，结论下得太快，进而不当地将
不构成“违法”的民事行为当成了“违法”。实际上，对“违反法律”的判断，在很多时候都不是简单
地将当事人的行为与法律进行形式上的比对，它在实质上还“需要就禁止法规所要保护的法益与
法律行为所体现的法益相权衡”。〔７〕 本案法院既没有审查行为的构成要件，也完全省略了法益权
本案载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８５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６３页。
“遗嘱不得违反宪法、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的规定”，载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２页；“遗嘱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载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
承法学》，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２页；“遗嘱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强制性规定”，载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
继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７９页。
〔３〕 “张学英依与其同居人所立遗嘱诉遗嘱人之妻蒋伦芳给付受遗赠的财产案”，载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人民法院案例选》第４０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７７ 页。该案法官对其判决的评述，参见赵新军、时小
云：《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无效》，载《法律适用》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６７页。类似的案件，例如“李 Ａ 与蒋某、李
Ｂ赠与合同纠纷上诉案”，载陈立斌主编：《２０１３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例精选》，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版，第２８１页。
〔４〕 佟柔主编：《继承法学》，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２页。
〔５〕 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３２页。
〔６〕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１４页。
〔７〕 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８页。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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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过程，这不仅使其结论的得出留下了逻辑上的漏洞，也造成了判决结果的实质不公。本文接
下来首先就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问题加以阐述，为本文的论点奠定理论基础，然后将依次讨论
本案遗嘱是否违反了法律以及是否有违公序良俗，并在这个过程中指明本案裁判的不当。最后是
简单的结论。

二 、身份行为之作为财产行为的条件
在本案中，张建元在遗嘱中规定其妻继承三间平房后“不得改嫁”。这当然是其遗嘱的实质内
容，不过从民法总论的视角看，它也可以被视为是当事人对其民事法律行为设定了“不得改嫁”的
条件。因此，本案虽涉及当事人所立遗嘱是否违反法律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当事人
所设条件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改嫁与否属于婚姻自由的范围，属于身份行为；〔８〕以遗嘱来处分
财产，虽然与当事人的身份有关，但它与纯粹的身份行为有所不同，有人称之为 “身份的财产行
为”，它在法律效果上与财产行为并无不同。〔９〕 对本案的正确判定，正需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
条件：一是对身份行为设定的条件，二是将身份行为设定为财产行为的条件。从民法理论上说，身
份行为因为事关伦理秩序，对其设定条件均有违公序良俗，因而无效，但将身份行为设定为财产行
为的条件则并无不可。本案法院似乎没有仔细区分这两种条件在法律性质和效果上的不同，从而
做出了不当的判断。
从私法自治的原则看，当事人可以通过设定条件而对法律行为的效果加以限制，〔１０〕《民法通
则》第６２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性质上均宜于设
定条件。〔１１〕 民法学上的通说认定，身份关系上的行为或者与身份密切相关的行为不能设定条件
与期限，例如结婚、离婚、收养、收养关系的解除、非婚生子女的承认与否认、继承的承认与放弃，等
等。〔１２〕 即便设立，这种条件或者期限也为无效。这是因为，若允许对这些身份行为设定条件或者
期限，则会影响身份秩序的安定，从而有害于公序良俗。〔１３〕 例如，如果对婚姻设立某种期限，例如
“婚姻将于三年后结束”，就将使婚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而有违婚姻的本质；如果对婚姻附加某
种解除条件，比如“发生不忠即离婚”，〔１４〕或者“无子即离婚”，〔１５〕这在实质上等于说是排除了法律
有关离婚条件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也无效。
这里要注意的是，对身份行为不得附加条件，并不等于说不能把身份行为设定为财产行为的
条件。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１６〕 例如为订婚而给付聘金或者为结婚而给付彩礼，都属
于是把身份行为设定为财产行为的条件，虽然学界对其性质还有争议，但司法实务和法学理论向
来均承认其效力。〔１７〕 就订婚而言，订婚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预先做出的约定，为订婚而向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４页。
施启扬：《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３页，注１。
见前注〔６〕，梁慧星书，第１７２页。
新近通过的《民法总则》第１５８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
见前注〔６〕，梁慧星书，第１７８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２７页。
刘得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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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９页。
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８６页。
见前注〔１３〕，刘得宽书，第２５５页，注８５。
见前注〔１２〕，王泽鉴书，第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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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交付聘金是我国民间长久以来的民事习惯。从理论上说，订立婚约是一种身份行为，而聘金
的往来则是一种财产行为。为订婚而给付聘金，显然是把身份行为设定为财产行为的条件，实务
上虽有不同意见，〔１８〕但多认为这是附条件赠与。如果条件不能实现，则赠与人有权要求受赠人返
还聘金或者财产。〔１９〕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司法意见就认为，“凡订立婚约而授受聘金礼物，固为
一种赠与，惟此种赠与并非单纯以无偿移转财物为目的，实系预想他日婚约之履行，而以婚约解除
或违反为解除条件之赠与，嗣后婚约经解除或违反时，当然失其效力，受赠人……自应将其所受利
益返还于赠与人”。〔２０〕
我国司法实务中更常见的案型，是当事人为结婚给付对方彩礼，而在婚事不成后双方因彩礼
的返还所发生的争议。结婚显然是身份行为，而给付彩礼在法律性质上虽然没有明定，但它毫无
疑问属于财产行为。我国司法实践认为，“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含着以对方答应结婚
为前提”，〔２１〕因此将其当作附条件赠与似亦无不可。１９８４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
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８条曾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
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这条规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这种附条件赠与的
效力。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
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１０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 应当以
双方离婚为条件”。这个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给付彩礼”的行为在法律上的定性。既然彩礼的
返还“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则司法解释显然承认彩礼的给付以结婚为条件。对当事人来说，婚姻
的缔结正是彩礼给付的延缓条件，而婚姻的解除正是返还彩礼的解除条件。身份行为之可以作为
财产行为的有效条件，于此至为显明。

三 、遗嘱是否违反了婚姻法的强制规范 ？
在本案中，张建元所立遗嘱将“不得改嫁”作为其妻获得遗产的条件。改嫁与否涉及婚姻的状
态，显然属于身份行为。因此，这也是属于把身份行为作为财产行为的条件，不过法院却判定其无
效。如果将本案裁判与上述有关结婚彩礼的司法解释相互对照，人们似乎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对
比：本案遗嘱以当事人不再结婚作为获得遗产的条件，结婚就不能获得遗产；而结婚彩礼的司法解
释则以当事人结婚作为取得彩礼的条件，离婚就要返还彩礼。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两者之间有着
诸多的不同：一个是赠与，一个是遗嘱；一个是以结婚作为条件，而另一个以不结婚作为条件。不
过，无论是赠与还是遗嘱，都属于财产行为；结婚或者不结婚也都属于身份行为。从这个角度看，
两者均以身份行为作为财产行为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它们并无不同。本案裁判既然判定遗嘱以
“不结婚”为条件干涉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按照这个逻辑，难道彩礼给付以当事人“结婚”为条件
就没有干涉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反过来说，如果认为彩礼返还不构成干涉婚姻自由，则本案中限
制取得遗产的遗嘱也不至于构成干涉婚姻自由。正义的原则要求同等情形同等对待，不同情形不
“李绍兵诉杨秀娟离婚案”，载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 ５９ 辑，人民法院出版社
，
年版
２００７ 第１２９页。
〔１９〕 吴晓芳、谭红、冯晓光编：《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司法实务》，新时代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第 １３５页；杨大文主
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５页。
〔２０〕 见前注〔１２〕，王泽鉴书，第４２１页。
〔２１〕 刘银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载《法律适
用》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第６页。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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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对待，法律评价上的不一致需要加以消除。〔２２〕
从比较法上的资料看，德国也有类似的案例，例如遗嘱人在指定农庄继承人时附有条件，要求
继承人应当与其妻子离婚，理由是遗嘱人认为继承人的妻子不配作为农妇生活在农庄中。这显然
也是以身份行为作为财产行为的条件，尽管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依旧判决
其有效。〔２３〕 还有，有关学者在论及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时，也常常举出“某乙如将来与我侄女
结婚，当赠与房屋 １ 栋”，〔２４〕或者 “岳父赠女婿以财产，言明：倘与女儿离婚，则财产应返还”等
例，〔２５〕将其作为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之例，难道他们对此等限制婚姻自由之条件的“非法性”均未
识别？恐怕未必。这些例子似乎可以反证，这些条件并没有违法干涉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就此而
言，本案载有其妻不得改嫁的遗嘱似也没有干涉到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没有违反《婚姻法》。这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明：
其一，张建元的遗嘱虽然以身份行为作为财产行为的条件，但财产继承与是否再嫁是两个独
立的问题，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于此相互分离。〔２６〕 这里的“附条件”，仅仅意味着接受继承的一方
当事人需要在婚姻与继承中做出选择：如果她要选择新的婚姻，就要放弃继承。换言之，张建元的
遗嘱不过是将选择权交到了蔡丽珍之手：她既可以接受不得改嫁的条件而选择继承，她也完全可
以放弃继承而选择新的婚姻。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新的婚姻和继承也不能都要。当然，放弃继承
或许会对蔡丽珍之于婚姻的意思构成某种心理上的牵制或者说压力，但人们似乎不能说因为需要
放弃继承，就严重影响了她对婚姻的自主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只能说蔡丽珍本人是把继承
看得太重了，同时也把婚姻看得太轻了。甚至可以说，限制蔡丽珍婚姻自由的不是张建元，而正是
她自己。继承权诚然可贵，但“爱情价更高”———难道为了新的婚姻，连继承都不能放弃？所谓婚
姻自主权，就是“个人在结婚问题上的选择自由”，〔２７〕因此，“侵害婚姻自主权的行为，以违反本人
意愿为构成要件”。〔２８〕 因此，即便需要放弃继承，但当事人对婚姻的选择依然是自主的，有着充分
的意志自由，所以也就不存在对其婚姻自由的干涉。
其二，张建元的遗嘱实际赋予了蔡丽珍以选择权，却被法院判定为无效。那么，如果张建元的
遗嘱根本不给蔡丽珍以选择权，这样的遗嘱是否也无效呢？设想一下，如果张建元在遗嘱中并没
有写明其妻不得改嫁的字眼，但他也没有将任何遗产交由其妻，而将全部遗产一并遗赠与其侄。
这样的遗嘱是否无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种遗嘱当然有效———只要它符合 《继承法》第
１９条有关特留份的规定！这种遗嘱显然对蔡丽珍更加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蔡丽珍虽享有选
择改嫁的充分自由，但她却丧失了在继承与改嫁中做出选择的机会。有选择显然要优于没有选
择。但按照法院的逻辑，则遗嘱不把选择权留给蔡丽珍为有效，而把选择权留给蔡丽珍却反而无
效。换言之，法院的思路似乎是：你可以不让我继承遗产，但如果你要让我继承，你就不能附加条
件。这种思路是否符合逻辑呢？遗产继承对继承人来说本是一种获利的行为，而在不能获得遗产
［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４页。
［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３０页，注５５ｈ。
见前注〔９〕，施启扬书，第２６０页。
郑玉波：《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８７页。类似的例子，还参见梅仲协：《民法要
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９页；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版，第１３９页。
〔２６〕 见前注〔１２〕，王泽鉴书，第４２８页。
〔２７〕 杨大文、王世贤：《婚姻自主权检讨》，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１２６页。
〔２８〕 见前注〔６〕，梁慧星书，第１１４页。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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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条件获得遗产之间，前者对继承人显然更加不利。按照“举重以明轻”的逻辑，〔２９〕遗嘱人既然
可以采取对继承人更加不利的措施，即不把遗产交由其妻继承，此不啻剥夺其妻继承的机会，那么
他当然更可以采取某种相对缓和的措施。法院判定其无效，于理不通，不符合 “举重以明轻”的
逻辑。
总之，判断遗嘱是否因违反《婚姻法》第 ３ 条的规定而无效，关键就要看这种遗嘱是否违反了
当事人的意愿而不当干涉了其婚姻自由，不应只凭遗嘱载有不得改嫁的字样而径直宣告其无效。

四 、遗嘱是否违背公序良俗
当然，说张建元的遗嘱没有违反《婚姻法》，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有效。作为一个有效的民事
法律行为，遗嘱既不能违反法律，也不能违背公序良俗。例如在“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中，
遗赠人黄永彬将其遗产遗赠婚外情人，这种行为并不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被法院以违反公序
良俗原则为由而宣告无效。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法院在本案判决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到公
序良俗或者《民法通则》第７条上的“社会主义公德”，但《人民法院案例选》在编辑本案时，依然将
“公序良俗原则”确定为本案的关键词，〔３０〕这似乎也在暗示本案中的遗嘱因违背公序良俗原则而
无效。因此，本案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形，不可不察。
“公序良俗原则，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其内涵和外延均不确定。”〔３１〕从理论上说，
公序良俗内涵的把握，在很多情形下需要从基本权利的角度加以讨论。“宪法上关于基本人权之
价值判断，应作为公序良俗具体化之重要因素。”〔３２〕例如企业在女性求职时要求其签署 “单身条
款”，一经结婚即视为自动离职。此种条款明显限制女性雇员的婚姻自由，但问题是企业也有营业
的自由，同样受宪法的保护。因此，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并不是单纯要将婚姻自由注入公序良
俗的范畴之内，而是需要在双方的基本权利之间做一番平衡和调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２００４ 年
在一个裁定中就明确指出，对遗嘱中有关婚姻限制条款之效力的判定，一方面要考虑遗嘱人依据
《基本法》享有的遗嘱自由，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继承人的婚姻自由。〔３３〕 二者不可偏废。换言之，
不能简单地因某种民事行为在形式上限制了一方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就认定该行为违背公序良
俗，而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平衡双方的基本权利，也即所谓调和。既然是调和，也就意味着必须要留
有合理的空间，法院对婚姻自由的保护因此不能“摆出像对抗公权力一样的姿态来对抗另一造的
私人”。〔３４〕 这或许可以作为分析本案遗嘱是否有违公序良俗原则的视角。
本案涉及蔡丽珍的婚姻自由与张建元的遗嘱自由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我国宪法第４９条规定
了对婚姻自由的保护；遗嘱自由虽然没有宪法上的明文规定，但遗嘱自由显然是财产权的必要内
容：财产权当然包括以遗嘱的方式来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修正案第２２条既规定公民的合法的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自然也就含有遗嘱自由受宪法保障之意。因此，对本案遗嘱是否有违公序良
［德］乌尔里希·克卢格：《法律逻辑》，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８页。
见前注〔１〕，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书，第１６３页。
见前注〔６〕，梁慧星书，第２０１页。
王泽鉴：《劳动契约上之单身条款、基本人权与公序良俗》，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三
民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３页。
〔３３〕 ［德］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 · 海尔姆斯：《德国继承法 》，王葆莳、林佳业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１页。
〔３４〕 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８页。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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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讨论，就需要在婚姻自由与遗嘱自由这两种宪法权利之间进行必要的调和。这里需要提到的
是，本案承审法官在事后论证其裁判的合理性问题时，也提到了婚姻自由与遗嘱自由的冲突问题。
不过法官对这个问题的论证似非正确。该法官似乎是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来看待基本权利的宪法
保护问题。在该法官看来，宪法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但宪法却没有规定遗嘱自由，所以在两者相
互冲突的情形下，婚姻自由要比遗嘱自由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３５〕 以遗嘱自由不见于宪法的明
文规定而认定它具有较低的位阶，这种看法过于简单，诚令人有一叶障目之感。
就本案来说，蔡丽珍的婚姻自由诚然受宪法的保护，但张建元以遗嘱方式处理其财产也在宪
法保障的范围之内。从总体上说，张建元在遗嘱中限制其妻改嫁似未达到违背公序良俗的地步：
一是从法律的角度看，张建元本来可以将其财产遗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而令其妻完全丧失
继承遗产的任何机会。但张建元并没有这样做，他在遗嘱中先将三间楼房交由其妻继承，而只是
对三间平房的继承设定了不得改嫁的条件。换言之，张建元并没有对所有遗产都设定不得改嫁的
条件，更没有径直排除蔡丽珍继承的机会。平心而论，这对蔡丽珍并非苛刻无比。二是如前所述，
张建元遗嘱所列不得改嫁的内容还没有激烈到过度干涉蔡丽珍意思自主的程度，蔡丽珍依然有较
为充分的选择自由，因此不构成违背善良风俗。〔３６〕 当然，张建元这么做并不怎么高尚，甚至还有
些守旧，但正如德国法学家 Ｓａｌｚｗｅｂｅｌ所言，“国家并不能片面要求人民必须平等、博爱；宪法也未
要求每个国民都过着理智及道德的生活”。〔３７〕 法律不能强制张建元在蔡丽珍改嫁时为其附送上
自己的财产，正像法律也不能强制蔡丽珍在张建元去世后不再改嫁一样。
从某种角度看，本案中婚姻自由与遗嘱自由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双方当事人内心
意愿之间的对抗。蔡丽珍想要获得婚姻自由，而张建元也想让他的三间平房一直“姓张”。婚姻自
由诚然令人向往，但财产“姓张”也无可厚非。在这两者之间，本案裁判似乎过分倾向于对蔡丽珍
意志的保护，而对张建元的意志构成了不当干涉。因为在遗嘱订立之初，对蔡丽珍而言，她对三间
平房的继承权只是一种继承的资格，还不是既得权利；而张建元对其财产显然享有实实在在的既
得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法院判定遗嘱有效，对蔡丽珍的影响也不会很大：一是她不需要因此
放弃任何既得权利；二是这种判决也不至于阻断或者是否定她的内心意志，也即对婚姻自由的追
求。不过，如果法院判决遗嘱无效，对张建元的影响则不可谓不小：因为宣告遗嘱无效显然否定了
他的内心意志，有关遗产将不再“姓张”，令其付出了过多的代价。这种利益衡量的过程和结果可
以用下图来表示：
判定遗嘱无效
判定遗嘱有效

婚姻自由
＋１
－０．１

财产权
－１
＋１

权衡结果
０
０．９

应选结果
×
√

如图所示，如果判定遗嘱无效，对婚姻自由来说自然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用＋１来表示），但
它对财产权却具有负面的消极意义，因为它全然否定了当事人的内心意志（用－１来表示）。权衡
的结果是效果相互抵消，为 ０。如果判定遗嘱有效，对财产权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 （用 ＋１ 来表
示），但对婚姻自由具有负面意义，不过因为它不足以否定当事人有关婚姻自由的内心意志，因此
〔３５〕
〔３６〕
〔３７〕

“张超军诉蔡丽珍遗赠纠纷案”的“案例注解”，见前注〔１〕，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书，第１６７页。
［德］安雅·澳门特 特劳特：《德国继承法》，李大雪、龚倩倩、龙柯宇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８６页。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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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负面意义不会很高（也即不会达到－１的程度，这里权且用－０．１来表示）。权衡的结果是０．９。
因此，就权衡的结果而言，如果判定遗嘱无效，虽然能够有效保护婚姻自由，但对财产权的干涉程
度过高；而如果判定遗嘱有效，虽然对婚姻自由略有不利的影响，但却能够有效保护财产权。两者
相较，法院理应判定遗嘱有效，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比例原则的精义，即在两种均可达到目的的手
段之间，法院应当选择对基本权利干涉较小的手段。〔３８〕 遗憾的是，本案法院却选择了判定遗嘱无
效的手段，虽然达到了保护婚姻自由的目的，不过却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干涉过度，难谓合乎
比例原则。

五 、结

论

“侵害婚姻自主权的违法行为，通常表现为……他人干涉寡妇改嫁。”〔３９〕限制寡妇改嫁的确是
旧俗中的顽疾，似历久而弥坚。〔４０〕 不过，传统社会中的做法，通常是限制寡妇在继承遗产后再行
改嫁。例如在传统社会，“单身一人保持着亡夫遗产的寡妇，也由于改嫁而失去其遗产的所有权。
将之带走而改嫁给后夫，这是不被允许的”。〔４１〕 明律就曾规定：“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
份……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４２〕这是典型的限制当事人婚姻自主
权的做法，不过这种事例在当代也未完全绝迹，诸多的普法小册都将“寡妇再嫁是否可以带走继承
的遗产”作为标题，〔４３〕实践中也有不少的案例。〔４４〕 从《继承法》的角度看，当事人一旦继承遗产，
则遗产已经归其所有，属于既得权利；此时再以改嫁为由剥夺其财产，既侵犯了其对财产的所有
权，也侵犯了其婚姻自主权。本案所涉情形显然有所不同，张建元是在遗嘱中对财产的继承设定
了不得改嫁的条件，此时继承尚未开始，有关财产还并非属于蔡丽珍的既得权利。更重要的是，蔡
丽珍完全可以在改嫁与继承遗产之间进行自主的选择，张建元的遗嘱并没有影响到蔡丽珍的意
志，不构成对其婚姻自主权的干涉。本案法院的错误，就在于未能审查遗嘱是否干涉了当事人的
意志，而不当地将既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违背公序良俗的遗嘱判定为无效。
（责任编辑：庄加园）

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９５页。
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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