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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phone创始人称遭前妻勒索而自杀事件，引发社会对婚姻财产的关注

翟欣欣

美女学霸，
礼仪小姐

法审
婚姻

网 络 爆 出 ，2017 年 3 月
30日两人经世纪佳缘网站认
识，6月7日领证结婚，7月16
日离婚，18日办理离婚手续。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
为女方在海南购买房屋一
栋，特斯拉汽车一台，花费现
金1300万。网上质疑女方涉
嫌骗婚，并逼死男方。

苏享茂
手机应用软件
wephone开发者

对于程序员被逼自杀身
亡一事涉及的相关法律问
题，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全
国律师协会民委委员，副主
任律师张承凤，以及成都市
律师刑专委秘书长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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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台

世纪佳缘
是否承担责任？

女方取得的
财产合法吗？

成都商报：如果用户在婚恋网站填写的资料不实并由此产生
一些不法行为，那么婚恋网站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承担何种责任？
蒋健：对个人信息的审查分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婚恋网
站作为个人信息的发布平台，在进行形式审查的时候会有声明，
比如用户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还会有免责条款，比如用户需要保
证他们提交的资料是真实、合法的。我认为，要求婚恋网站对每一
名会员的信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工作量很大，而且也不太现实。
对于他人在婚恋网站上提交的信息，男女双方都需要自己核实，
对个人的重大的法律问题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主要责任在用户自
身，作为婚恋网站责任不大。

成都商报：
女方在短暂40天的婚姻关系期间，
从男
方取得了大量的财产，
从情理上很难被社会大众所理
解，
从法律上，
这些财产的取得，
应属于什么性质的财
产？
属于男方的赠与？
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法分配？
张承凤：婚后所得的财产叫夫妻共同财产。要
看海南的房子、特斯拉汽车等财产的资金构成是什
么样的，如果海南的房子是在婚内买的，他们两人
的婚姻关系只存续了一个多月，按照常识性的认
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的财富不会太高，就算
是上市公司的市值增长，也不至于这么迅速地使得
夫妻共同财产在短时间内膨胀，所以很有可能买
房、买车的钱是用男方婚前所得的钱买的，那么这
种财产是赠与性的。
但是从另一个法律层面上说，房、车是女方婚
后所得的，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就算车子登记在
女方名下，男方也可以分一半。我赠与你的财产，是
基于夫妻二人生活长久的预期，你要离婚了，我这
个预期就没有实现、达成，那么我就有权利要求在
分财产考虑公平合理性。

关/于/自/杀

女方是否
应对男方死亡担责？
成都商报：如果女方骗婚的行为属实，男方因不堪压力而自
杀的行为，女方是否应对男方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
蒋健：女方对男方的死亡不承担法律责任。首先男方是自杀
行为，而不是受到女方的故意伤害或杀害，其次对于男方的这种
情况，法律上已经提供了救济的方式，即他如果认为女方在通过
婚姻的形式来获取财物，或者认为女方在威胁他并索要钱财，那
么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女方就有可能因为构成敲诈勒索而
受到处罚，但这种情况下男方自己也会因为偷税漏税、灰色经营
受到法律追究，所以从人性的角度考虑，对于死者，这是一个难
题，但从法律的角度，男方没有做出正确选择。

女方隐瞒婚史
是否构成诈骗？
成都商报：
如果女方确实是婚托，
那么她的行为
该如何定性；
隐瞒自己再婚，
是否在离婚时要承担不
利后果？
其隐瞒婚史的行为，
是否构成诈骗的情节？
蒋健：需要有严格的证据能够证明女方以结婚
为形式，真实目的在于图谋财产。一般情况下，可以
从结婚时间的长短，双方是否有实质性的夫妻行为
的发生等方面判断。
对于先前的婚史，法律层面上看当事人想要查
询是非常简单的，在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能查到。之
前有过婚姻行为并进行隐瞒，对于另一方是否会造
成巨大的伤害，需要看具体情况。女方是否有婚史
的隐瞒，
无法上升到刑法领域，
不能构成诈骗。

关/于/财/产

男方家属
能否要回财产？
成都商报：如果女方涉嫌骗婚，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
的财产，该怎么处置？是否应当返还给男方亲属？
张承凤：在分割财产的时候要综合考虑赠与行为的目的，二
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
本来男方对这些财产是可以主张权利的，但若离婚协议已经
约定了就要按照离婚协议里约定的来。当然，离婚协议也是可以
变更和撤销的，前提是在离婚协议在民政局备案后的一年以内，
有证据能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受到了欺诈或者胁迫，至于男方在
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是不是被欺诈、胁迫——本案中是否有这些
情况要看有没有相关证据。
该案中男方还是有可能被女方胁迫签订离婚协议。1000万的
赔偿数额，任何一个法条里都看不到有那么高的，就算男方有过
错，像李阳家暴案，最后判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是五万。她凭什么
要求对方给予1000万元的精神赔偿，理由在哪，这里面可能就有
问题，男方的家属可以提出这些质疑。
当然，目前法律上对于离婚协议的撤销还是有不完善的地
方，比如就算离婚协议是属于可撤销的情形，对于家属能否撤销
离婚协议目前还没有定论，因为家属不是当事主体，合同的相对
方只是夫妻二人。

关/于/偷/税

男方偷税如属实
女方是否也违法？
成都商报：
如果男方遗嘱属实，
女方以举报男方偷
逃税务威胁其向自己转移财产，
是否构成敲诈勒索？
蒋健：
如果男方遗嘱属实，
并且男方逃税有可能
被法律追究也是事实，女方构成敲诈勒索的可能性
比较大。
另外，
男方的财物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
财产，
还需要加以判断，
如果从夫妻共同财产角度来
讲，
有一半本来就是女方的，
那么另外一半可能就涉
嫌敲诈勒索。诈骗是虚拟某个事实或者隐瞒某个事
实让对方误以为是某种情形，
从而骗取到财物。
如果
男方漏税偷税、
灰色经营不是事实，
而是女方让他误
以为自己偷税漏税，
那才可能构成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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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要回财产
离婚协议也是可以变更和撤销
的 ，前提是在离婚协议在民政局备案
后的一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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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能证明签订离
婚协议时受到了欺诈或者胁迫

用法律保护财产，用法律护航婚姻

成都商报：法律意义上的骗婚指的是什
么？
“骗婚”
有哪些法律构成要件？
张承凤：“骗婚”只是民间说法，婚姻家事
法律领域不存在“骗婚”的概念。法律上并没有
清晰地对“骗婚”的概念做出界定。但法律上有无效
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概念，这个案子中，不存在近
亲结婚、重婚等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条件，从婚姻的
构成要件上看，他们之间的婚姻应该说是有效的，
从目前获知的信息看，至少二人在结婚的时候男方
没有被胁迫或威胁，因此他们的婚姻也不属于可撤
销婚姻。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骗婚”现象，但指的
是谋取了钱财而没有结婚，程序员和女方他们是结
了婚的。
成都商报：骗婚涉嫌违反哪些法律的规定，是
否构成刑事犯罪？
张承凤：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贪图钱财“傍大
款”而去结婚的现象，我认为这也不能构成诈骗罪，
因为诈骗罪是伪造身份或者虚假信息来骗取钱财，
但本案中女方并没有伪造身份。

评论
婚姻，
感情永远是最重要的
基础；
但为防止某些人利用婚姻
对财产进行非法侵占，
我们也需
要用法律的眼光来审视。
最近一起热点事件将婚姻之
恶赤裸裸撕开给公众：WePhone
创始人称遭前妻勒索而自杀。
虽
然目前事实真相有待进一步报
道，
但网络舆论早已将女方归为
“恶妻”
之列。
这件事里的是非对错，也
许最终能真相大白，也许直到
最后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俗话
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舆论众
口谴责某一方，不仅把复杂的
婚姻家庭问题简单化了，也让
越来越多的恐婚族找到了最新
的例证。
其实，
婚姻自古以来就和财
产等纠缠不清，社会发展到今
天，虽然没能彻底解决这一问
题，
但法律却在感情和财产之间
扎上了篱笆门，
而关不关上这道
门，
则取决于当事人自己。
首先，
家庭婚姻财产制度的
逐渐完备为厘清
“家务事”
提供
了可能。
“财产必须私有”
，个人
财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并最终
取代家庭共有财产制度，
将会克
服许多婚姻家庭的财产纠纷，
像
现在饱受诟病的“婚姻解释24
条”。
此外，
婚前财产公证、
婚后
个人财产约定等涉及婚姻家庭
财产的法律制度的出台，
可以防
止那种以侵夺对方财产为目的
的婚姻。
其次，
法律虽然不能浇灭对
方觊觎你财产的欲望；
但法律却
可以阻止对方谋夺你财产的企
图。WePhone创始人的哥哥曾
说弟弟
“太傻”
“
，怎么能相信1米
70的貌美如花的研究生会对1米
60 相 貌 平 平 的 他 一 见 钟 情
呢”
——这番话引得众网友深以
为然，
并哀叹
“真爱不再”
。
其实，
从古至今，
双方的各种差距都不
是爱情婚姻的门槛，
比较困难的
是，
你以为她是爱你的才，
其实
是她是爱你的钱--如果知道
“爱的是钱”
，
反而简单多了。
而法律在这其中所起的作
用，不是帮你分辨对方到底是
“爱才”
还是
“爱钱”
，
而是为你的
财产扎一道防护的篱笆。
如果每
个婚姻当事人，
都能够将婚姻中
涉及财产的行为，
用法律予以检
验，
而不是对方的动机，
那么许
多纠纷将不复存在。
（马天帅）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实习记者 祝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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