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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的匿名性使个人用户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以各种身份进行自由表达,从
权利属性上,匿名属于公民表达权保障的范畴。 但是对匿名表达权滥用所导致的消极传播

和网络犯罪,在司法实践上存在权利救济和责任认定的困难。 针对网络匿名,实名制是我

国目前最重要的信息管理制度。 基于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一般表达权和公共表达权的原则,
应该有效平衡保护言论自由和隐私以及网络监管的冲突,实行有限实名制,有关公共政治

言论的发表,政府还应承担保障和促进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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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匿名最早表现为新闻工作者在从业中对消息

来源的隐匿权,媒体也常用“消息权威人士”来掩护

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 此权利的主张比照了

商业秘密之于交易活动的价值,即消息来源是新闻

传媒领域的职业秘密,隐匿权保障了新闻从业者活

动的合法性基础,也对消息来源提供了保护,并直

接影响到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人类是群体动物,必

须以某种方式和某种程度与社会发生互动交流,然

而个人亦可同时保留不受打扰的权利,以及在不干

涉他人的情况下,隐藏自我身份的权利[1] 。 一个人

在多元情境中以不同身份出现,是其人格完善发展

的标志。 网络空间不同于现实的地理场景,用户彼

此无须见面,以文字交流为主,仅能通过代码和昵

称来彼此了解。 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建立了一种匿

名表达机制,允许人们匿名或使用假名从事网上活

动。 因此,网络中用户对自己身份进行伪装也就非

常自然。

　 　 一、匿名表达权的权利属性解读

　 　 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

各种方式、手段、媒介显性或隐性地表达自己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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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观点、态度、看法的自由,它也是一种权利。 从

权利属性上来说,匿名属于公民表达权保障的范

畴,它符合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为目的的价值基础,

匿名“常常代表着对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的理性的

回应” [2] 。 人类处于维护自身尊严的本能,建立了

这一自我保护的机制。 藉由匿名的庇护,人们可以

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张扬自己的个性以及

选择某种身份,并且可以避免给自己招致危险[2] ,

这都是真名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匿名不仅具有象

征性的意义,还具有功能上的价值。 使用匿名也是

表达自主性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即使用匿名或笔

名、化名、艺名的自由[3] 。 社交网络上使用昵称或

代码(ID),还具有强大的关系网构筑和身份赋权能

力,使用户处于一种双向互动之中,用户通过在虚

拟空间中的人格再造———即持续性的、系统化的自

我表达,在网络世界中获得特殊的地位,进而不断

强化社交网络的社区属性。 这与在真实世界中,作

者通过笔名表达某种理念,深化文体风格的功能追

求是一致的。 完整、充分的表达自由的体系中,匿

名是应有之义[4] 。

有鉴于此,匿名表达权已经被一些国家的判例

确立为宪法权利。 瑞典在《出版自由法》第三章中

规定:“任何印刷品的作者都没有义务在印刷品上

披露其姓名;任何印刷者、出版者,或者与印刷品的

印刷、出版有关的人员,除根据法律规定有此义务

外,不得违背作者的意愿以任何其他方式泄露作者

的身份” [4] ,可以视为匿名表达权在法律上的确立。

瑞典的立法代表了西方国家对匿名表达权由一种

政治人权向法律人权转化的趋势。 匿名表达权首

先在美国被确立为宪法权利,1960 年,通过“塔利诉

加利福尼亚案” [5]最高法院裁定取消洛杉矶市一部

旨在认定匿名散发传单是犯罪行为的法案。 1995

年,最高法院在“麦金泰尔诉俄亥俄州竞选委员会

案” [6]中,再次裁定俄亥俄州认定匿名散发竞选传

单为违法的法案违宪。 1997 年的“自由公民联盟诉

米勒案” [7]中所作的判决,标志着网络匿名表达权

首次在宪法上确立了下来。 匿名表达权是美国宪

法第一修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已经得到

公认[8] 。 这些判例中,政治表达是核心关键词,可

见表达权的实质是一种政治性的权利,它是一切自

由的根本,具有建设性功能。 匿名权源自新闻记者

的职业权利,匿名赋予他们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时

公开、自由表达的一道“安全阀”。 在民主国家中,

只有保障和促成公民不可或缺的意见讨论和经常

性的思想交换,才能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防止

权力的滥用。 它既可以表现为公开的、明示的,也

可以是沉默的、隐蔽的。 因此,表达权也隐含着一

种自由选择的意涵,以及在遭受侵害、排除障碍时

的请求救济权。

在涉及商业化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表达

时,美国又相继通过“登卓公司案”①和“多伊诉

2TheMart. com 案”②分别确立了匿名当事人和非诉

讼当事方匿名身份披露的标准。 两个标准的共同

思想都是对原告申请披露的理由予以严格限制,尤

其是要求原告必须提供披露被告匿名身份的利益

要大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表达自由的权益。

关于匿名的范围,法律规定仅限于姓名、职业、性

别、年龄、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邮箱地址等足以

识别被告身份的信息,而个人征信记录、财产、婚姻

状况等是隐私权保护的客体,不属于披露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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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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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卓公司案”五标准:一、原告必须利用互联网通知匿名

被告正在进行的身份识别程序并通知被告为抗辩作准备。 其目的

旨在给被告一个合理机会应诉,这个提请被告注意的程序要件可以

提醒被告去聘请律师为他进行辩护;二、法院要求原告确定并提供

匿名发帖人确切的涉嫌侵权的网络言论;三、原告必须提供充足证

据用以支持法院下令披露匿名被告身份的行动理由;四、原告提供

支持侵权赔偿方面的证据;五、原告向法院表明,经过权衡并考虑案

件的具体情况,认为披露匿名者身份的利益大于匿名者受美国宪法

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

 

“多伊诉 2TheMart. com 案”四标准:一、寻找身份信息出于

善意而不是为任何不正当的目的;二、所寻找的信息涉及核心主张

或抗辩;三、识别的身份信息与该核心主张或抗辩有直接和实质性

的关系;四、无其他来源获得该信息。



围[4] 。 匿名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救济手段存在而

无需依附于隐私权的保护。 总体上,美国对于匿名

表达权的确立与完善充分反映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以及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的尊重。 网络匿

名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自由的思想市场得

到扩大,网络表达的匿名性使得任何一种言论成为

强制干涉目标的可能性最小化了[9] 。

　 　 二、匿名表达在司法实践中的冲突

　 　 匿名表达权原始含义是指政治性表达,其合法

性容易找到宪法上保护的依据,但是关于网络上个

性化的非政治言论表达(包括商业性表达、艺术性

表达),当事人也有匿名的意愿,却容易引发道德流

失、责任减弱、侵权行为的高企,令其权利诉求很难

得到正视,在学理上难以确立必要的权利边界,近

年来讨论热度一直不降的匿名表达权与网络实名

制的冲突,正是反映了权利与限制之间如何对立和

平衡的问题。 我国宪法第 35 条对公民一般言论自

由权的规定和第 42 条对批评监督权的规定同属于

表达权的范畴,但宪法对批评监督权的保护明显高

于言论自由的权利,从匿名表达主体的角度,对匿

名表达的内容也有相应的法律实施监督。 网络用

户自发性传播的无限丰富,使这种弊端变得极其突

出。 司法实践中,匿名文章的不易追踪,给侦查网

络犯罪或补偿侵权损害都带来了相当阻碍。

现以近年来几起匿名发表的涉讼案例来展开

讨论。 2007 年,网络写手安某以昵称“早安厦门”在

天涯社区连载网络小说《走出欲海———婚外有情

天》,内容是一个男人的婚外情历程。 文中描写了

大量色情、露骨的细节,关于女主人公的生活背景、

家庭情况及住址、工作单位,均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女主人公将安告上法庭,认为文章对自己有影射嫌

疑,侵害了自己的隐私。 法院经审理认为,安某明

确其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是基于与原告之间的真实

关系而进行的创作,内容除涉及到婚外情的情节

外,还有很多对婚外性行为的描写,其文字内容过

于淫秽且涉及侵犯个人名誉权及隐私权[10] 。 本案

的关键在于对安某真实身份的认定,通过 IP 地址

比对等方式予以确认,但被告辩称涉讼文章乃是小

说创作,艺术创作允许加工、虚构。 但在本案中,安

某特地在文首注明根据真人真事创作,文章点击率

一直居高不下,文中与原告相似的生活背景以及隐

私内容都足以与原告的排他性相结合,给原告造成

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和生活工作的困扰。

与此类似另一起“吴春燕诉新昌网络传媒公司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①,2010 年 2 月,原告发现在

网上出现大量侮辱、诽谤自己的不良文章和帖子,

文中大曝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隐私细节,经查,文

章系原告前夫以网名发表,因离婚后心怀不满企图

以这种方式破坏原告名誉,原告将新昌信息港诉至

法院,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认定刘某构成侵权,并

判决其承担赔礼道歉、删除文章及赔偿损失的法律

责任。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侮

辱或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16 条规

定“如发现上述内容,应立即停止传播,保存有关记

录,并向有关机关报告。”在判决前后,原告曾多次

发函、电告被告,要求删除诽谤文章,但被告置若罔

闻,致使侵权行为持续发生,给原告造成极大的精

神伤害。 同时,因为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原告公司

的合作单位纷纷解除了合作关系,极大损害了原告

及公司的商誉,给原告及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

失。 被告辩称在接到原告申诉后已采取了必要措

施,将文章中原告做了隐名处理,在判决前已经将

涉讼文章做了断链、删除处理,但百度、搜狐、网易、

天涯等网站对文章的转载不属于被告处理的范围,

这也说明了此类案件极易扩大传播,难以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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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案中,侵权人都使用了匿名进行侵权发

表,因为与原告关系密切,真实身份相对容易锁定,

但是大部分匿名发表,难以通过现实关系来认定侵

害人,由于法律规定的不足,被侵害人的主张亦难

以得到支持。 如 2010 年的“搜狐门”事件的女主角

闫某,因被某新浪博主化名“来日方长”发表文章,

曝光了闫某 MSN 的聊天信息和上传了博客链接,

百度搜索出现了大量与闫某相关的关键词,还将

“搜狐门”固定为一个百度百科的词条,闫遭遇了众

多网民的网络暴力,遂将新浪、百度两家公司诉至

海淀法院,要求两大网站停止对自己隐私权的侵

害。 百度提交证据表明已采取断链、屏蔽、删除等

措施,而新浪未能证明,闫某要求两公司提供博主

“来日方长”的个人注册信息和真实身份,以便主张

权利,但此主张未得到法庭的支持[11] 。

在网络侵权案件中,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商

负有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保密的法定义务,另一方

面必须依附于确定侵权人现实身份信息,才能提起

诉讼,已经越来越成为侵权救济的障碍。 虽然《侵

权责任法》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在接到被侵害人

通知时,为了降低损害影响扩大,应及时采取断链、

屏蔽、删除等措施,此举对于目前大量发生的网络

侵权行为,有着积极约束的作用,且节约了司法救

济的繁冗成本和周期。 但是《侵权行为法》所称的

责任主体,未包括提供中介服务提供商的责任认

定,这就使大量由搜索引擎的中介服务所造成侵权

案件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 此外,一个处于胶着状

态的悖论是,行为侵权性质的认定,不能仅靠被侵

害人的一面之词,而互联网企业是典型的“眼球经

济”,出于赢利的考虑,很少有主动进行侵权内容审

查的意愿。 认定行为性质的侵权应该是法院的职

权,而被侵权人的说法也应该接受法院的审查。 虽

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平衡,但迫于法律规

定缺位,加大了责任认证的难度[12] ,也未达到《侵权

责任法》这一设计所期待的节约司法成本、及时救

济的效果。

如 2009 年的“海运女”百度词条案①,在网络服

务提供商是否尽到知情义务的认定上就存在很大

困难。 殷某(“海运女”)与朱某分手后,朱某怀恨在

心将大量殷某的私密照片上传至网上,殷某称,百

度等搜索网站对上述私人信息和图片未做任何技

术处理,还在百科中专设“海运女”词条,词条内容

不断扩大到殷某的生活照片、描述,其真实姓名、性

别、毕业院校等真实信息悉数曝光,还提供了照片

的下载链接。 有人在百度知道中公布了殷某的电

话号码,被选为与殷某有关的“最佳答案”。 大量媒

体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新闻还出现在百度的新

闻头条。 百度公司诉称,对于“百度百科”中存在的

内容,皆由网络用户登录“百度百科”后上传并发

表,百度公司仅有事先提示和事后监管义务。 搜索

引擎是互联网技术信息查询及信息定位工具,本身

没有刊登、发布、传播涉讼照片,无法自行识别判断

其搜索到的内容是否侵犯了他人权利,且在殷某投

诉前已经断掉了链接。 但由于网络传播的技术特

点,即使侵权主体实施了删除或断链等措施,还是

无法阻止信息的传播和蔓延。 直至今日,“海运女”

的不雅照仍然可以搜索到,这也说明基于庞大匿名

用户群的人肉搜索已经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

一个技术问题。

　 　 三、匿名表达权在网络环境下的确立

　 　 网络上的匿名发表,常常因为涉及到当事人的

核心隐私(身体特征、性取向、私生活秘密等),蕴含

着新闻价值和社会公德争议,导致披露的欲望与了

解的欲望同样强烈,要将其中公众知情权与隐私的

合理期待完全剥离变得非常困难。 加之在网络新

媒体社交需求旺盛的当下,交互性已经成为媒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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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 1593 号。



台必不可少的特性之一,对于隐私的重要社会价值

以及人们常把社交网络视为隐私空间这一基本事

实,司法上也普遍采取忽视的态度,这严重背离了

政府权力制约和个人权利保护的价值观前提,其消

极后果就是社交网络和数据整合商放任隐私政策

的纰漏,甚至故意削弱自己的隐私保护政策,以吸

引更多成为其产业核心的庞大用户群[13] 。 知乎、百

度百科词条、维基百科等知识库的建立也是仰赖网

民智慧的不断刷新和叠加,创建一个词条,不断由

后来者补充、修改新的内容。 这种特殊的发表形

式,内容提供者是庞大的匿名网络用户群,更难将

信息知情面约束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2014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

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下称:《规定》)正式通过,将“人肉搜

索”也纳入违法行为之列①。 对于目前“人肉搜索”

侵权责任难以认定,缺少法律依据的争议,一定程

度上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 但是,大多数人肉搜

索事件,每个网民提供的信息单独看都不构成个人

隐私,只有当参与者增加到一定程度,信息聚合的

后果才会从量变到质变。 就搜索链条上的每个节

点的个体而言,其在信息加工、信息传递中的作用

可能都不足以构成侵权。 另外参与搜索的网民数

量庞大且多以匿名状态活动,《规定》以被侵权人的

请求作为法院支持的依据,加大了被侵权人的举证

负担。 可见,对于匿名发表之侵害,必须依附于现

实身份信息提起诉讼,已经越来越成为侵权救济的

障碍。 近年来法学界讨论,应将匿名表达权向网络

新媒体移动,比照美国的处理原则,将匿名发表上

升为网络匿名表达权,对匿名发表造成的侵害实施

独立救济,而不是依附在侵犯隐私权的框架之下。

这些讨论有迫切的现实针对性,但也存在一些前提

上的困境。

在我国,匿名表达权虽然切合宪法上规定的表

达自由,但它仍然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人权,即观

念上的权利,并未转化为客观化的法定权利,在此

前提下提出网络匿名表达权,论证上过于跳跃,从

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法院在处理网络侵权纠纷时,

往往侧重对原告民事权利的保护,而对被告网络匿

名表达权的保护力度却明显不足[8] 。 在过往很多

法律纠纷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大多援引“避风港”规

则②,对其用户的发表行为主张不承担责任。 比如

百度就主张自己只是搜索平台,对搜索技术自动生

成的结果不承担责任[14] ,对侵权行为主观上也不知

晓。 《规定》明确指出“用户发帖,与网站无关”不再

适用,在起诉受理环节,网站已经被纳入被告范围。

匿名作为网络新媒体的本体权利,应该在法律

规制中得到反映和肯定。 有学者提出了政治表达

自由权转化为法律人权的几个基本条件:从物质条

件上来说,网络的去中心化、无界性提供了自由表

达的物质基础,匿名又开拓了自由表达的深度和广

度,这都使任何封锁和垄断信息的行为变得不可

能;从社会精神条件上来说,网络新媒体进一步促

进和培养了以自由、尊严、价值、权利为核心的公民

意识的形成,寻求多元化表达成为网民的内在精神

诉求;而跃居世界第一、逐年攀升的网民数量满足

了网络匿名表达权的权利主体条件,为我国法治社

会创造优越的公众参与机制提供了发展动力;网络

空间的法律规制的持续创制,通过动态发展不断调

整其现实针对性和适用性,都促进了网络匿名表达

权向“法律人权”的良性转化。 在司法实践中,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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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规定》12 条指出,“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

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

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

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避风港”原则是指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当 ISP(网络

服务提供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 ISP 被告知

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 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

ISP 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未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 ISP 不承担

侵权责任。 后来避风港原则也被应用在搜索引擎、网络存储、在线

图书馆等方面。 避风港原则包括两部分,“通知+移除”(notice-take
 

down
 

procedure)。



举证责任倒置、固定赔偿等特殊制度,可以帮助被

侵害人更容易证明损害存在以及获得充分赔偿,提

升救济力度。 以“人肉搜索”为例,大部分事件在社

会效果上都是很正面的,由于缺乏正常的民意表达

与沟通的渠道,网络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和实现知

情权的最佳渠道,简单地禁止“人肉搜索”或将其入

罪,有损公民的言论自由,恰当的做法,是根据一些

标准和具体情况分别处理[15] 。

由于网络传播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法院在审判中开始考虑向匿名表达的权利倾

斜,现对 2015 年以来几起典型的网络匿名表达侵

权责任案例进行研判①,可以清晰把握法院审理重

点的迁移:一、除了一起案例(程相朋诉北京百度网

讯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法院对其他四起

申请披露匿名身份的要求均未予支持,且披露是有

限披露,仅限于匿名用户的最后访问时间、最后登

录 IP、注册时间、注册 IP 情况等,而非手机号码、姓

名、身份证、住址等身份信息;二、几起案件均援引

了《侵权责任法》,体现了高位阶法律在具体案件审

理中的严正性。 主要援引法条是第 36 条,在审理

中,法院认可了提供中介服务的网络搜索公司在面

对成千上万的匿名发表内容时,审核能力有限,且

掌握的匿名发表者的信息也属有限信息,但在消除

侵权内容造成的影响时应负有积极责任,故责成其

履行了删除、屏蔽、断链等措施,以防止负面影响进

一步扩大;三、在对侵权事实成立的认定上,法院并

未简单地在侵权内容与侵权后果之间建立逻辑联

系,而是综合了一般的批评监督权,以及侵权内容

未达到诽谤、侮辱的程度,或是匿名发布的真实性

存疑等诸多因素,显示了法院在理解法条时的慎思

明断。 这些审理上的倾向都推动了网络空间中匿

名表达的合法性。

　 　 四、匿名表达权与实名制在网络中的协同发展

　 　 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网络新媒体提供了公民

进行公开表达、政治参与的平台,匿名表达也成为

网络反腐倡廉、实施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 但是匿

名也助长了色情暴力信息、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

络欺诈等负面传播和网络犯罪的泛滥,匿名本身也

加大了救济的难度。 而网络秩序的稳定是我国在

互联网管理方面追求的总体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

标,必须对公民在网络上的表达权做出合理限制。

针对匿名侵权,实名制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信

息管理制度,实名制的实施,是为了净化网络环境,

减少违法犯罪,抵制网络暴力,打击隐私侵权,严惩

违法行为,以更好发挥互联网管理公共事务,提供

高质量服务的作用。 2012 年 12 月 28 日,《关于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通过并提出②,使用任何

网站接入服务都须实行实名,标志着在政策层面取

消或否定了匿名表达,也意味着我国互联网进入了

全面实名的时代。 从金融实名制、到手机、网吧、火

车票、网络实名制,截止 2013 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

全面实名制。 2015
 

年 3 月 1 日,《互联网用户账号

名称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鉴于网络传播的特殊性,

采取了“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要求互联网

信息服务使用者通过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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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起案例均来自北大法宝,司法文书为民事判决书:程相

朋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2014)海民初字第

11635 号;黄益绍诉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2014)天民初字第 2326 号;浙江建人专修学院与北京百度网讯科

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杭下民初字

第 1150 号;苏州新联众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宗志东、北京百度网

讯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2016)苏 0591 民初 11523 号;广州

立和服饰鞋业有限公司诉曹丽静名誉权纠纷案,(2017)粤 01 民终

10618 号。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 6 条规定,“网络服务

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等入网

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

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号。 2016 年 7 月,美团点评 CEO 提出中国的互联

网发展已经进入“下半场” [16] ,前互联网时代,用户

在网络中的社会交往主要基于虚拟 / 匿名身份,缺

乏对行为人“能力”和“历史”的判断依据,因而无法

确立关于交往能力以及道德素质的基本限制———

这也造成了网络失序传播的高发[17] ,互联网“下半

场”中的言论表达,则更依赖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

的深度渗透与融合,以增强信息交互过程中行为人

的社会信任[18] 。 实行网络实名制,符合互联网发展

的时代精神。

韩国从 2007 年 7 月开始实施网络实名制,但在

实施四年后,韩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个人信息

外泄事件,有学者认为:“互联网实名制导致的自我

审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网上的沟通。” [19] 实

名制非但没有有力打击网络犯罪,反而限制了公民

的表达自由,增加了隐私泄露的风险。 韩国广播通

讯委员会宣布,2012 年起正式废止网络实名制。

匿名与实名在标准上出现了偏差导致两个国

家在网络实名制这一规定上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

论,从实施效果来讲,我国实名制的推行还未收到

明显成效。 公民在网络上的表达自由,已经成为个

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匿名则构成了表达

自由的主要手段,如果采用全面禁止或否定匿名的

原则,都无疑有悖于时代精神。 网络匿名表达与网

络实名制的目的是同向的,都追求构建一个和谐、

自由、稳定的网络秩序,因此两者是可以协同发

展的。

首先,应该对两者的冲突进行侵权归责分析,

即回归到传统民法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上,辨析其

存在的适切与不足。 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无过

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所共同

构成的侵权体系作为普通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考

虑到网络传播的特殊性,在确立侵权责任时只能对

这些原则进行选择性适用而非全盘照搬。 网络空

间的交流,各主体之间以网名、假名、匿名、代码形

式与他人建立联系,是出于虚拟的固有特性,加上

隐蔽性交流的交互影响,使得认定侵权主体极为困

难。 如前述的匿名发表的涉讼案例,法院判决侵权

成立,都是建立在真实的被告对真实原告造成了现

实损害的前提下,也就是说,这几个“实”字只要缺

少任何一个,法院均无法判决甚至无法受理。 侵权

损害确实存在,但原告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将不

可能获得司法救济甚至有败诉的可能。 在这种虚

拟空间的背景下,适用客观上过失责任推定原则要

比主观过失原则更合理。

另一方面,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确实的有

机构件,法律认定上不宜再将虚拟性作为其比照现

实空间的唯一性质认定。 进而言之,虚拟身份在网

络新媒体中也已经是实体性的存在,与公众的文

化、经济、社交活动紧密捆绑,由于缺少有效监管和

制约,此类虚拟身份状态涉讼的案件仍将发生,如

果一律要求提供真实被告、真实原告、现实损害的

依据,被侵权人欲获得法律救济仍面临程序上的困

难。 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应继续确认并完善匿名表

达权的合法地位,就匿名表达权的保护范畴来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商所负有的保存、提供信息的法定义

务。 配合实名制的推行,进一步明确实名制与匿名

表达权的边界。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网络的 IP 地址等信息都

能追踪到信息发起人,在网络前台匿名只是给予网

民一种心理上的需求,网络实名制的设置是想给予

网民一定的言论底线,公民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是

公民应有的权利,美国曾将保护网民匿名表达权的

条款写入宪法。 网络实名制的意义在于提高网民

的素质,不论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网络世界都能自

觉遵守道德规定,防止恶意的网络攻击,共同净化

网络环境,这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规章制度,

还需要公民提高法律认识,网络的匿名不是能越过

法律的万能钥匙。

此外,对表达主体匿名身份的保护是由表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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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受保护范围决定的。 不受宪法保护的表达内

容,不论权利主体是实名还是匿名表达,都不受司

法保护[20] 。 这个限制原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

表达内容必须遵循法律保护的边界以及国际通约

性的规定。 如种族主义宣传、煽动恐怖主义、儿童

色情、网络侮辱与诽谤等内容,在绝大多数国家的

法律中都是不受保护的网络表达内容。 在欧美国

家,涉及公共事务、公务人员、公共利益的言论受到

宪法第一修正案最高级别的保护,而艺术性和商业

性表达以及私人领域的言论受到的保护力度则较

低。 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的一般言论自由以及批

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即政治言论的表

达,这一类言论也是网络新媒体平台上匿名表达的

主要内容,为了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和对公权

力的监督,应予优先保护。 可见,在制度设计上,我

国宪法与欧美国家是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在某些特定范围和事项下,如有

关网络信息安全、网络犯罪管控的情形下,部分领

域实行实名制可以收到较好实效,但是在一些商业

性网站、软件的注册、使用中,也要求用户提供大量

信息,甚至涉及到身份证、电话号码等核心信息,或

是绑定个人手机、支付宝账号等,都是对个人信息

超出使用范围的过度收集,应在立法上对个人信息

的收集、保存、使用等事项予以明确。 在网络平台

上,应该允许以匿名发言为主导,实名登记为辅助,

在保护言论自由和隐私以及网络监控方面进行有

效平衡,实行有限的实名制。 尤其有关网络政治言

论的发表,不应强行推行实名制,政府还应承担保

障和促进网络匿名表达权的义务,“匿名关涉着一

个社会的宽容度,即这个社会能否容忍多样性和个

人变化的可能性” [2] 。 在网络交友、在线婚恋、电子

商务等互信要求比较高的网络民事和商业活动,应

该实行实名制。
 

网络空间的各种利益关系需要现实的法律来

予以呼应,而现实的法律也必须顺应技术的进步作

出及时的、适切性的变更,才能成为顺应时代发展

的积极性力量。 过去立法一般都比较关注实体法

的变革,而忽视了程序法的相应变革,没有程序的

正义,实体法规定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也将难以落

实,现实空间如此,网络新媒体空间也不例外。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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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onymity
 

on
 

line
 

enables
 

individuals
 

express
 

their
 

opinions
 

freely
 

on
 

various
 

platforms.
 

In
 

terms
 

of
 

its
 

attribute
 

of
 

right,
 

anonymity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of
 

expression.
 

However,
 

an
 

abuse
 

of
 

the
 

right
 

to
 

be
 

anonymous
 

has
 

caused
 

the
 

spreading
 

of
 

negative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crim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carry
 

out
 

the
 

right
 

relief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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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the
 

real-name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citizens’
 

normal
 

expression
 

rights
 

and
 

right
 

of
 

public
 

expression
 

in
 

the
 

constitution,
 

we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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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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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prote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network
 

supervision.
 

Therefore,
 

a
 

limited
 

real-name
 

system
 

shall
 

be
 

established.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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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fill
 

its
 

obligations
 

of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right
 

of
 

expression
 

concerning
 

the
 

public
 

political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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