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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判动态
深圳中院适用《民法典》判决首宗打印遗嘱案
2021-02-07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B_Pi39twQXNxIma4DDpnrg

近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宗涉及打印遗

像，但视频中只显示刘某在遗嘱上按了指模，两个

嘱的继承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
这是市中级法院适

见证人均没有出现在视频中，也没有见证人在刘某

用《民法典》审理的首宗继承纠纷案件，也是市中

按指模前向刘某宣读遗嘱的过程。

级法院根据《民法典》新规定的打印遗嘱形式要件

立遗嘱的第二天，两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出

判断遗嘱效力的首宗案件。

具一份《见证书》，对前一天刘某按指模的行为和
李某莉签字的行为进行了书面确认。
现刘某的儿子

打印遗嘱效力如何判定？

王某波起诉陈某飞，请求确认遗嘱无效。

且听鹏法君一一道来

裁判结果

案情回放

原审法院认为，
涉案遗嘱虽然是陈某飞妻子李

被继承人刘某（女）原是深圳某村居民（现已

某莉代刘某签名，遗嘱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该遗嘱

去世）
，其生育儿子王某波和女儿王某红。王某红

还有两位律师见证，且保留了刘某按指模的视频，

生育儿子陈某飞。

可见遗嘱是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遂判

作为刘某的外孙，
陈某飞主张外婆刘某生前订

决驳回王某波要求确认遗嘱无效的诉讼请求。

立了一份遗嘱，
载明刘某愿意将其名下的村集体股

王某波不服，提出上诉，市中级法院经审理后

份及分红在其去世后由陈某飞继承。
该遗嘱主文是

认为，本案遗嘱是打印遗嘱，应当溯及适用《民法

打印件。在立遗嘱人签字栏处，签有“刘某（代）”

典》关于打印遗嘱的法律规定。

的手书，旁边有一个指模，下有手写的年、月、日。
陈某飞称该打印遗嘱上的指模是刘某本人在

立遗嘱人刘某没有在遗嘱上签名，李某莉虽然

立遗嘱现场按的，但“刘某（代）
”和年、月、日

代刘某签名，但根据遗嘱内容，李某莉仅是遗嘱执

等手书都是其妻子李某莉所写，陈某飞还承认，以

行人，其权限并不包括代刘某签署遗嘱。现有证据

上手书不是李某莉在立遗嘱现场写的，
而是事后补

也不能证实刘某在立遗嘱时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

写的。
陈某飞没有提交证据证实刘某委托了李某莉

委托李某莉代其签名，故李某莉的行为构成无权代

代其签署遗嘱。

理。

此外，在上述打印遗嘱的见证人签字栏处，律

另外，两个见证人仅书写了自己的姓名，没有

师夏某和律师白某手写了签名，但没有写年、月、

注明年、月、日，录制的视频中也没有出现两个见

日。
陈某飞提交了两位律师录制的刘某立遗嘱的录

证人的肖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书是立遗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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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出具，并非现场形成，以上情形均难以证实见

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打印遗嘱在形式

证人在刘某立遗嘱的现场同步进行了见证活动。

上必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会

视频虽然记录了刘某在遗嘱上按指模的过程，

被认定无效。

但并未记录见证人在刘某按指模前向其宣读了遗

《民法典》之所以这样规定，是打印遗嘱的性

嘱内容，
难以证实刘某在按指模前对打印的遗嘱内

质所决定的。与传统意义上的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

容完全知悉并理解。

不同，
打印遗嘱并不强调立遗嘱人或代书人必须在
立遗嘱现场根据立遗嘱人的意愿当场制作遗嘱。所

综上，涉案遗嘱不符合《民法典》第 1136 条

以，审查打印遗嘱是否有效的核心，并不在于遗嘱

规定的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据此，法院依法

如何形成，
而在于立遗嘱人对已打印好的遗嘱内容

改判确认涉案遗嘱无效。

是否完全理解并确认，且见证人是否在场全程见证

相比手写

立遗嘱人确认遗嘱的过程。
在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如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

的情况下，打印遗嘱才能被认定有效。正基于此，

打印文件

《民法典》第 1136 条才规定见证人必须“在场见

打印遗嘱的效力究竟如何认定

证”、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必须“每一页都签名”
“注

鹏法君这就请法官解答

明年、月、日”
，就是为了确保打印的遗嘱内容是
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且通过时空同步的见

对话法官

证活动，将立遗嘱人确认遗嘱的活动进行固定。
问：通过打印方式形成的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问：如果立遗嘱人因自身原因无法在打印遗嘱上
答：我国《继承法》及司法解释均施行于上世纪八

签名，仅按了指模，法院能否确定遗嘱的效力？

十年代，当时打印技术尚未普及，打印遗嘱也不是
答：遗嘱是要式行为，即遗嘱除了要符合民事法律

社会普遍的遗嘱形态，故《继承法》并没有将打印

行为一般的成立和生效实质要件外，
还必须符合法

遗嘱作为法定的遗嘱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两个条件均符合法律规定，遗

打印遗嘱已十分普遍，
《民法典》与时俱进地回应

嘱才能被认定有效。
《民法典》规定的自书遗嘱、

了社会需求，在第 1136 条将打印遗嘱作为法定的

代书遗嘱和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中，
立遗嘱人

遗嘱形式专门予以规定，
确认了打印遗嘱的法律效

的意思表示方式均是签名，而非按指模。所以立遗

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嘱人在遗嘱上不签名，只按指模，即使指模是立遗

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15 条也规定了打印

嘱人本人所按，
也会因不符合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

遗嘱的效力可溯及适用《民法典》第 1136 条的规

要求而被认定无效。

定。也就是说，即使是《民法典》施行前订立的打

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很多立

印遗嘱，只要遗产尚未处理完毕，都应该按照《民

遗嘱人因为自身健康或文化程度等原因无法签署

法典》第 1136 条的规定来审查判断遗嘱效力。

自己名字的情况。对此，
《民法典》一共规定了六
问：《民法典》对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是如何规定

种法定遗嘱形式。其中的录音录像遗嘱和危急情况

的？为什么这样规定？

下的口头遗嘱，
就是为了保障无法签名的立遗嘱人

答：民法典第 1136 条规定：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

能够有效行使立遗嘱权利而设置的。
立遗嘱人可以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选择最能够表达自己意愿而且
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订立遗嘱。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003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特别要说明的是，
律师作为具有专业法律知识

作为普通民众，同样要增强法治观念，在处分

的人士，
在接受委托为立遗嘱人订立遗嘱提供法律

自身民事权益时，应当充分了解《民法典》的相关

服务时，应根据立遗嘱人的健康状态、文化程度等

法律规定，并按照法律规定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

实际情况，
为其选择最有效表达其遗嘱意愿的法定

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遗嘱形式，
并严格按照该类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履

供稿 | 民事庭

行受托事项，
如此才能保证立遗嘱人的意志在其去

编辑 | 鲍思琪

世后得到法律保护，在各继承人之间减少纷争。

广州一对夫妇要求医院返还两枚冷冻胚胎，获法院判决支持
2021-02-08 羊城晚报•羊城派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appid=wxcf3bc3610c65b950&redirect_uri=https%3A%2F%2Fycpai.ycwb.com%2Famucsite%2Ftempla
te%2F%23%2FnewsDetail%2F121055%2F1466023.html%3FisShare%3Dtrue&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userinfo&state=isShare#wechat_redirect

法官同时要求原告在取得胚胎后，不得从事代孕

马先生、刘女士表示：“我们与医院订立的医

等违背伦理道德，损害公共利益的医学活动

疗服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而两枚冷冻胚胎对我
们具有精神和情感上的价值，故主张解除与医院之
间的冷冻胚胎保存协议，
并要求医院返还两枚冷冻

董柳

胚胎。
”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广州某医院则表示，
医院确实储藏保管了原告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提供的冷冻胚胎，但由于胚胎返还之后可能产生法

通讯员 梁艳华

律和伦理风险，
故医院无权答应或者拒绝原告的要

人体胚胎含有 DNA 遗传物质，具有生命属性，

求，请求法院根据法律和政策予以综合评判后作出

不是民法上的一般物，
在医疗服务合同目的落空后，

判决。

当事人主张医院返还冷冻保存的胚胎，
是否存在潜

医院被判返还两枚冷冻胚胎

在的伦理和法律风险？
记者今天（2 月 8 日）获悉，广东首例适用民

2021 年 1 月 20 日，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

法典处理的冷冻胚胎返还案近日一审判决：
医院向

这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进行宣判，
判决支持原告

两原告返还两枚冷冻胚胎。

马先生、刘女士的诉讼请求，确认解除两原告与医
院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
医院向两原告返还两枚冷

夫妇要求医院返还两枚冷冻胚胎

冻胚胎。

马先生与刘女士于 2013 年登记结婚。2016 年

该案由此成为广东首例适用民法典处理的冷

4 月、
5 月，
刘女士在广州市某医院实施采卵手术，

冻胚胎返还案。

医院为马先生、刘女士成功配型两枚胚胎，并以冷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法官、民四庭副庭长欧

冻技术保存。
现刘女士龄逾 50 岁，
已无生育能力，

阳福生介绍，两枚冷冻胚胎是刘女士的卵子和马先

无法继续实施胚胎移植手术。2021 年 1 月 4 日，

生的精子结合而产生的，含有两原告的 DNA 遗传

马先生、
刘女士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信息。尽管人体胚胎的法律性质尚无定论，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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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两原告在生命伦理上与两枚胚胎具有最密切

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人

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人，享有保管、处置胚

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

胎的民事权益。

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行为违背

原告与医院订立医疗服务合同是为了完成胚

公序良俗，
冲击了人类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生育秩

胎移植，
实现生育目的。
现原告刘女士无生育能力，

序，引发家庭伦理以及法律秩序的混乱，会造成巨

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所以，用于胚胎移植的涉案

大的危害。另外，代孕产业的相关行为还可能触犯

两枚胚胎应当交由其权利人，
即两原告保管和处置。

刑法，构成“非法行医罪” “故意伤害罪” “遗

欧阳福生介绍，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规定，从

弃罪”等。

事与人体基因、
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另外，冷冻胚胎也不能用于买卖。民法典第一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

千零七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

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

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

益。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要

为无效。因此，生命、身体和健康是自然人基础性

求原告在取得涉案胚胎后，
不得使用胚胎从事代孕

的人格要素，是一切人格权的载体，绝对不允许被

等违背伦理道德，损害公共利益的医学活动。

物化和商业化利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

两原告明确表示知晓相关法律后果，
并承诺遵

派 pai.ycwb.com)

循法庭的告诫。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法官提醒，
在我国，
代孕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

责编 | 柳卓楠

北京审判业务专家｜宋莹：躬耕少年法庭 尽展法润芳华
2021-02-09 京法网事
https://mp.weixin.qq.com/s/6NeU3biiZZqLxKVCpZcT3Q

她，在基层法院积累历练十三年

......

她，在高级法院成长锻造十三年

最好的救援，是从心出发。

她是集包公与慈母于一身的少年法庭法官

感谢您出手相助，帮孩子克服困难，努力地从

她就是新当选的

阴影和痛苦中尽快走出来。

第五届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

感谢法袍加身的您，
让国旗下、法庭里的我们，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未审庭副庭长

体会到法律的温度！

宋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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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激情洋溢的文字出自宋莹法官珍藏的一

决被告人死刑，
宣示了“侵害孩子者，
必严惩不贷”

封来信，寄信人是一名未成年被害人的家长。收到

的司法立场。

这样的信件，对宋莹而言，已是工作中时常经历的

某虐待被看护人案，因合议庭对幼童陈述、证

一幕。二十多年来，她在少年法庭这片园地默默耕

言的证明力及虐待行为入罪标准等问题存在争议，

耘、无怨无悔，用法律与真情滋润青少年的心灵，

宋莹研读了大量国内外判例，提出引入儿童心理专

使一段段失落的青春重沐春风，再绽芳华。下面，

家对相关陈述及证言真实性进行评估等建议，
最终

就让我们撷取几枚片段，一睹宋莹法官的风采。

促成合议庭统一了认识，
也为此后相关类案的裁判
思路提供了参考。

看似寻常最崎岖

某故意杀人案，因证据情况复杂，宋莹多次前

成如容易却艰辛

往偏僻的涉案现场核查；
为了摸清案发时现场的光

“我在海淀法院工作了十三年。
”回顾起在海

线、隔音效果等情况，还专门深夜前往。该案宣判

淀法院的往昔岁月，宋莹充满自豪。这所优秀的基

后，未成年上诉人认罪悔罪，未成年被害人的家属

层法院，给了她一片人民群众的沃土，更涵养出她

连连肯定。
该案对如何平衡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宽严

深沉的基层情怀。她像一粒坚硬的种子，在这里生

相济与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产生了积极的

根发芽、积累历练，逐渐成长为一棵生机勃勃的绿

示范意义。

树。
在这里，
她审理了数百件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某校园暴力案，一审宣判后既抗诉又上诉，一

其中不乏侵犯著作权、
传授犯罪方法等当年的新类

度引发热议。宋莹在裁判文书中全面、真实地反映

型犯罪，无一被改判或发回重审；在这里，她有幸

了控辩双方意见，层层释法明理，既充分体现对抗

在宋鱼水、
尚秀云两位全国模范法官身边学习办案，

诉、上诉意见及被害人家属意见的尊重，又合理展

她们的高度责任心和为民情怀，
对她产生了直接和

示法官的辩析过程。该文书获北京法院裁判文书

深远的影响；在这里，她创新探索对非监禁刑未成

“百佳奖”一等奖。专家点评：
“文书充分反映了

年犯的“判后特别教育”
，并与同事和慈善人士一

作者较高的文字水平和扎实的专业能力，
尤其是关

起，
促成全国首例未成年犯
“判后救助基金”
出台。

于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
原审被告人是否构成正当

2007 年，宋莹因工作表现突出，被遴选到市

防卫等问题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高级法院，
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及调研工作。

问渠哪得清如许

随着平台和视野的拓宽，
宋莹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为有源头活水来

先后承办了大批疑难复杂、矛盾激化、社会影响较
大的涉未成年人案件。
“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每

少年司法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研究领域的多学

一起都牵动着几代人的幸福和未来，
审理起来应当

科性，
不仅需要法学知识，
更需要心理学、
伦理学、

慎之又慎，精益求精”
，宋莹感慨。

社会学、儿童学等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支撑。宋莹

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被告人前科累累，反侦查

在办案之余，积极参加多学科培训，相继取得 BFT

心理极强，仅供述强奸行为，拒不交代致死被害人

高级证书、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国

的过程。为将该案办成“铁案”
，尽早告慰惨逝的

际政策法规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培训证书。她

花季少女，
宋莹与书记员在千家万户欢度元宵佳节

还拥有最高法院《中国少年司法》特邀编辑、北京

前夕，冒雪奔赴长春市某监狱，依法提讯一名曾与

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理事、
北京市教委刊

该被告人在同一场所羁押的犯人，
进一步查实了该

物《法治与校园》专家顾问等多重身份。

案的关键细节。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法院依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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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德法官研讨会上，作为唯一一名连续承担两场
主题发言的法官，围绕“家庭暴力案件的未成年受
害人保护”等问题进行阐释，并现场即时答疑，出
色展示了我国新时代少年法庭法官的职业素养和
研究水准，受到德国同行的一致肯定。
琢璞为玉显匠心
化蛹成蝶出精彩
“未成年人审判，不单单是未成年人的事情；
“围绕审判搞调研，搞好调研促审判”
。作为

少年法庭，更多功夫在法庭外”
，提到少年法庭的

高级法院的法官，宋莹在审理案件的同时，还承担

延伸职能，宋莹如数加珍：
“很多工作要从法庭延

着调研及有关指导文件的起草等工作。
她参与起草

伸到家庭、社区、学校甚至看守所和监狱。”

的《关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
查工作的实施办法》等 3 份涉未成年人市级会签
文件，被纳入北京市涉诉未成年人服务保护体系
“1+6”系列文件；她主笔的《未成年人案件专业
化审判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等 5 份指导文件，为
全市三级法院少年法庭专业化发展拓展了平台；她
撰写修改的 20 余篇案例分别入选最高法院通报的
校园暴力典型案例、
性侵害未成年人典型案例及全
国少年审判十大优秀案例；她撰写的《合适成年人
作为少年法庭法官,她始终秉持 “司法育人”

参与刑事诉讼实践的意义及思考》
等 10 余篇论文，
分别在
《人民司法》
《青少年犯罪问题》
《北京审判》

的理念，不仅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定罪量

等刊物发表，并在市级以上论文评比中获奖，其中

刑关，还全力做好审判前后的延伸工作；不仅对未

1 篇获得全国法院一等奖；她执笔的《对外来人口

成年被告人依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第二代犯罪情况的调研及建议》等 10 余篇调研报

更做好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帮扶救助。

告分获北京市第十三届调研成果优秀奖、
首都综治

被告人刘某，在聋哑学校读书期间被不法分子

办调研课题、市法院系统调研成果一、二等奖，其

拐骗并教唆犯罪，刑满释放后面临返乡回家及落实

中，
《关于少年法庭改革方向及路径的研究报告》

身份证、残疾证等诸多问题。为帮助刘某平稳回归

得到时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批示：
“对于

社会，宋莹辗转联系到中国残联维权部，探索建立

破解少年法庭工作面临的难题和困境，
具有重要参

救助安置刑释残疾未成年人的长效机制，
后刘某的

考价值”
。

身份证、残疾证等得到妥善办理。
宋莹至今还记得，
刘某领到残疾补贴当天，
激动地给她发来短信：
“宋

随着少年司法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的日趋深

阿姨，我有残疾补贴啦！每月都可以有！
”

入，国内外的少年司法制度也在不断发展，为及时

被告人张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掌握少年司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动态，
宋莹积极参
加各类学术研讨及国际学术交流，兼收并蓄，广开

为了帮助回原籍监狱服刑的张某树立起生活的信

思路。2018 年，她在国家法官学院组织的第十一

心，宋莹开始与他通信：一封、两封……信中，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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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开导、加以鼓励。渐

脱困境、奋发向上，并在中央综治办、
共青团中央、

渐地，张某心中冰封许久的“河流”终于传递出融

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

化的信息——他回信了，一封、两封……信中传递

障”创新事例征集活动中获“优秀事例”奖，多次

的，有迷茫，也有感悟；有获得减刑的欣喜，也有

作为亮点工作向全国少年法庭推广示范。她在《人

新春佳节的祝福，更有成家立业的喜讯。

民法院报》等媒体上发表少年法庭纪实宣传文章

被害人杜某，被殴打成重度颅脑损伤，案件审

10 余篇，策划并组织涉未成年人审判新闻发布会

理期间急需二次手术费用，
而原审被告人家属没有

及“法官妈妈来了”等系列访谈节目 10 余场。她

丝毫赔偿能力。
杜某父亲怀揣着一小片头盖骨心急

撰写的 5 篇司法建议获评北京法院二、三等奖，主

如焚地来到法院，请求救救生命垂危的孩子。情况

笔起草的《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报

危急，
宋莹和同事们加班加点为杜某申领到救助金，

告》，以“白皮书”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就未成年

二次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一个鲜活的生命终于转危

人保护和犯罪预防薄弱环节提出可行性建议，
在全

为安。

国高级法院中尚属首例。

被害人杨某的哥哥，时年 13 岁，因杨某的突

“廿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一路

然遇害受到较大刺激，从活泼开朗、品学兼优变得

走来，宋莹先后荣获海淀区“三八”红旗手、海淀

沉默寡言、无心学习。宋莹得知情况后，在征询其

区政法系统青年十杰、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

真实意愿基础上，为其引入心理专家，多次利用寒

人、北京市先进法官、全国少年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暑假对其进行心理疏导。通过几番纾解心结、安抚

等荣誉称号。

鼓励，杨某的哥哥逐渐走出痛失亲人的心理阴影，

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复有瀛海。立足新起

言谈举止重新恢复了自信，学习也有了明显提

点、新征程，宋莹将继续发挥女性的独特优势，将

升……

法律权威的“刚性”与少年司法的“柔性”有机结

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宋莹充分发挥基层经验，

合，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新时代未成

为促成和推动市高院与社会力量设立
“涉诉未成年

年人审判事业砥砺前行。

人救助基金”
及
“涉诉未成年人心理评估干预机制”

编辑：姚日辉

作出贡献，
上述举措迄今已帮助百余名未成年人摆

破冰“诚实而不幸”个人债务人的困局
浙江法院认真探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为立法提供样本
2021-02-18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本报记者 余建华 本报通讯员 钟一鸣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2/18/content_201200.htm?div=-1

图为浙江遂昌县法院就某债务人个人债务重整召开债权人
会议现场。 黄晶瑛 摄

导读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
2018 年起，浙江法院在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的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上积极稳妥的开展探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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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温州、台州、丽水和遂昌县等地法院办理了一

■典型意义

批具有典型性和实践推广价值的案例，包括清算、

本案在办理过程中，参照企业破产制度，引入

重整等不同模式。近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

破产管理人，由管理人对债务人个人及家庭财产状

了调研、汇总和整理，为后续个人破产立法提供重

况进行核查，发布债权申报公告，向债权人会议报

要的实践素材和浙江样本。

告财产核查情况。表决机制上参考企业破产法第九

试点案例初步实现个人破产功能

十七条，清理方案中融入了自由财产（为债务人保
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
、债务豁免、
失权复权、

债务人蔡某原系温州某机械公司持股 30%及

免责考察期等个人破产制度理念。本案初步实现了

负责销售的股东，
该公司因经营不善被平阳县人民

与个人破产制度相当的功能和价值取向，被评为

法院裁定破产清算，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蔡某与

“2019 年度温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大典型案例”，

控股股东均应对该破产企业原债务 214 万元承担

被媒体称为“全国‘个人破产’第一案”
。

连带清偿责任。
经查，
蔡某和其配偶胡某收入微薄，
蔡某因长期患病，导致整个家庭入不敷出，确无能

以双重多数决规则破解债权豁免难题

力清偿上述巨额债务。经审查，平阳法院裁定该案

债务人李某在温州瓯海区经营多家企业，
并以

进入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个人名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后因经营不善欠下巨

在债权人会议上，蔡某宣读了《无不诚信行为

额债务。自 2012 年起，共有 21 位债权人（其中 2

承诺书》
，同时提出在 18 个月内一次性按 1.5%的

家为金融机构）
陆续向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提起

清偿比例即 3.2 万余元清偿 214 万元的方案，经

诉讼，涉及债权金额达 2000 万余元，多名债权人

平阳法院主持，该清理方案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得

陆续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到全体债权人通过。该方案明确规定，第一，切实

2019 年 9 月 30 日，瓯海区法院主持召开第一

核查
“破产财产”
。
除执行部门前期常规调查以外，

次债权人会议，经查明的 21 户债权人全部到会。

本案债务人配偶署名同意接受财产调查，
管理人对

会上全体债权人 100%表决通过了表决规则：由参

其家庭保险、股票、基金、支付宝均予以查询，债

与债权人会议的半数以上人数通过，
且该债权额需

权人被充分赋予知情权、质询权、表决权、监督权

占无财产担保债权额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即为通过。

四项权利。第二，明确收入增加后的分配方案。本

后债权人会议依据表决规则对李某的个人债务集

案运用激励创业的理念，
即在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

中清理方案进行表决，其中银行等几家金融机构债

起 6 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的，超过

权人要求延后表决。
最终同意清理方案的债权人人

部分的 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

数占 90.48%，其所代表的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占

务。第三，严格监督逃废债行为。本案设计了附条

88.84%，通过了后续清理方案。

件债务豁免的清理方案，
如发现债务人未申报重大

■典型意义

财产，或有不诚信的逃废债行为，则放弃债权的承
诺失效。法院还将发出限制高消费行为的“行为限

本案是基于当前金融机构债权人内部层级审

制令”
，在 6 年信用考察期中，债务人必须接受法

批制度和核销政策限制所做的表决规则创新，
实现

院持续的行为限制和监督，于每年的 12 月 30 日

对金融债权豁免难题的突破。清理过程中，瓯海区

前申报家庭年收入和债务偿还情况，
并接受债权人

法院探索适用依债权人约定确定表决规则，引导金

与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核查。

融债权人以同意采取双重多数决表决规则的方式，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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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通过清理方案，促成债权人、债务人及社会效

场化运作盘活查封资产，
对双方当事人都实现了利

益共赢。在表决规则 100%通过的前提下，金融机

益最大化。
债务人的有市场需求的财产资源可以是

构债权人后续表决弃权不影响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未来可持续获得的收入、
难以变现或上市交易但仍

方案的通过。同时，该案个人债务的成功清理，有

有投资价值的生产设备、不动产、知识产权、特种

效化解 21 件执行案件，涉及债权金额 2000 万余

行业经营许可资质以及债务人的特殊专业技能等。

元，实现了原本“执行不能”案件的有序退出。

债务人不诚信回归“老赖”

市场化运作盘活债务人资源

原从事羊毛衫制作、销售行业的黄某，因经营

杨某与潘某二人系夫妻关系，
因经营大排档不

不善、大额货款无法收回，加之其身体健康状况不

善欠下多笔债务，
二人名下仅有的一处房产处于抵

佳，逐渐丧失工作能力，最终陷入债务困境，无法

押状态，并被法院查封。杨某与潘某二人在遂昌县

清偿债务。2019 年 3 月，债权人以执行程序转破

人民法院共有 7 件未履行完毕的执行案件及 1 件

产程序方式，申请对债务人进行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诉讼案件，
涉案普通债权标的额共计 337982.48 元，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后，指定管理人，

但在执行程序中只清偿了 6177.7 元。法院经审查

对黄某的财产及债权债务进行了调查。

决定受理二人的个人债务重整申请。

根据债权人反映，债务人隐瞒了村中分红的情

杨某与潘某提出重整方案：
将唯一住房自行处

况，债务人未向人民法院及管理人如实申报全部的

置后所得款项，
首先用于清偿优先债权及处置费用

财产及收入情况。同时，根据债务人自身的陈述，

（中介佣金）
，然后给全体普通债权人分配，不足

其对于未起诉的债权人还存在偏颇清偿等不当行

部分请债权人免除。经协商，债权人同意债务人自

为。管理人根据调查结果，认为债务人未能诚信处

行委托中介公司出售房屋，
但出售价需得到债权人

置和清偿债务，台州中院遂作出裁定，终结黄某债

代表的同意，并要求法院在收到款项后，再解除查

务清理程序，并交由执行部门恢复执行措施。

封。银行也同意该清算方案，表示在收到还款后立

■典型意义

即解除抵押权。债务人与房屋中介公司约定，由房
屋中介公司向债务人融资，
清偿重整协议约定的债

本案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证，给那些心存侥幸

务后，房产中介公司获得债务人的房产处置权。本

的债务人敲响警钟，
也向社会传递出非常明确的信

案共执行到 247437.7 元，清偿率为 73.21%，豁免

号：确实属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在通过个

了 当事 人 90544.78 元的债 务， 本金 清偿 率达

人债务清理程序后，
债务人就可以免于被强制执行；

91.64%。

但是如果债务人心存侥幸，
故意隐瞒或者未如实报
告财产和债务情况，
甚至对部分债权人进行偏颇清

■典型意义

偿，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那么个人债务清理就是

本案是通过第三方的市场化运作盘活查封资

很好的“照妖镜”，它会让隐匿财产、偏颇清偿等

产，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典型案例。债务人唯一可执

行为显形，更会受到严厉的打击。

行财产是已被抵押查封的房屋，
如果通过正常司法

■司法观察

程序评估、
拍卖，
不但周期长，
而且成交价不确定，
债务人还因此增加了交易费用和处置期间新增的

积极稳妥创新实践

利息。由于拍卖的不确定性，债权人也没办法掌握

破产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债权清偿率和清偿时间。因此，引入第三方通过市

的一项基础性制度，
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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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我国已经制定企业破产法且运行良好，但个人

涉案债权人共计 1141 人，
其中涉及金融债权人 190

破产制度仍处于缺位状态。现实中，一部分“诚实

人。在涉及执行案件层面，全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而不幸”的债务人陷入困境，丧失再融资、再创业

案件共涉及执行案件数 1118 件，涉及执行标的金

能力，这一定程度遏制了社会投资活力，阻碍了社

额 5.06 亿余元。

会经济发展。
个人破产制度能够为陷入严重财务困

实践中，浙江法院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是法

境但诚实守信的自然人提供债务重组的机会，
保护

律制度供给不足。目前浙江法院试点工作的开展只

其自由财产，恢复其生产经营的能力，实现债务人

能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进行，
虽然已经尽可能进行了

的“新生”
，促进人力资源要素充分发挥，推动市

一些探索、创新，但因缺乏相应法律制度支撑，个

场体系健全运行。

人破产中的核心制度，比如破产免责等，还只能取

2019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化人

决于债权人的同意，
尤其是在涉及金融债权人或债

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中首次提出

权人人数多、债权种类复杂的案件中，债权人的表

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同年 7 月，国家发改

决机制存在较大局限。二是打击逃废债需要规范和

委等 13 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

加强。在当前监督机制和法律框架下，债务人逃废

度改革方案》
；2020 年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国

债的行为仍不能完全杜绝，
导致债权人对债务人的

务院发布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诚信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尤其在债务清理方

体制的意见》
，明确要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我

案通过后，
对债务人后续行为考察期的监督机制能

国个人破产制度建立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

否到位、监督措施是否有效，债权人对此还会有比

2018 年底，以温州、台州、丽水市和遂昌县为

较大的疑虑。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对当事人的约束需

代表的浙江法院开始探索个人破产制度，
并由点到

要强化。一方面，债权人与债务人对这项工作的知

面积极稳妥地进行创新实践。2020 年全年，浙江

晓度、配合意愿不高。另一方面对于债权人来说，

省共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 291 件，其中台

当个人债务清理机制并不能带来更多、更直接的利

州地区 137 件，温州地区 80 件，丽水地区 44 件，

益时，不愿放弃权利也是本性使然。从债务人角度

三个试点地区受理案件量占全省的近 90%。全省法

看，部分债务人不了解个人债务清理机制的好处，

院共办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 190 件，其中台

同时，债务人或多或少存在失信问题，甚至存在逃

州地区 86 件，温州地区 42 件，丽水地区 41 件，

避债务清偿的行为。

绍兴地区 18 件，嘉兴、湖州、金华地区各为 1 件。

在将来，浙江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为化

在债务及清偿层面，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

解个人债务危机、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社会诚信体

全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涉案债务总额共计 4.95 亿

系建设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浙江法院将稳

余元，其中担保债务额 1.15 亿余元，普通债务额

妥有序地在全省推进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
在人

3.79 亿余元；共清偿 4150.93 万元，平均清偿率

民法院内部重点加强执行部门与破产审判部门在

为 8.38%，其中普通债务共清偿 3988.96 万元，清

人员、财产申报、查控、处置等方面的衔接配合。

偿率为 10.51%。其中，温州地区涉案金额较大，其

全力推动配套制度的完善，
通过府院联动机制平台，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涉案债务金额为 2.97 亿余元，

探索发挥政府相关部门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中的

约占全省总额的 60%。另外，丽水地区平均清偿率

公共服务职能作用，如公职管理人、专项资金、财

为 44.53%，绍兴地区平均清偿率为 37.33%，成效

产信息查询、信用联合惩戒等。并将运用试点经验

显著。

积极推动个人破产的地方立法，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

在债权人数层面，
全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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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考 | 困境与出路：农村妇女离婚案件中存在的难题及解决思路
——以物权法中的居住权制度为视角
2021-02-19 徐州审判
https://mp.weixin.qq.com/s/2ucvLLHTUw08_p5VnfM-bw

内容摘要

后，按照农村风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开始双方
夫妻关系尚可。1993 年生长女高某娜（已经成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婚姻观

1997 年 3 月 8 日生次女高某莉，
1998 年农历 12 月

念不断变化，
离婚率也不断上升。
从 1987 年的 58.1

21 日生长子高某利。1999 年 4 月份，原告离家外

万对到 2017 年的 437.4 万对离婚数，近年来中国

出，原、被告双方便一直分居生活至今。原告以夫

离婚走高已是不争的事实，
偏高的离婚率也体现在

妻感情确已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被告不同

数量众多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上。
在离婚的大潮中，

意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被告同意离婚不离家，

广大农村地区也被席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

但就子女的抚养、财产分割达不成一致意见。

农村妇女在离婚时各方面的权利，
尤其是涉及到房

法院判决结果为：一、准予原告高某与被告李

屋的居住权，往往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加之房屋属

某离婚。二、婚生次女高某莉及长子高某利由被告

于不动产，
导致离婚房屋分割纠纷自身极具复杂性，

李某直接抚养，原告高某每月负担抚养费用 1000

如何在离婚案件中保护农村妇女的权益一直是实

元，至两个孩子独立生活时止。三、原告高某的婚

践中法院审判的焦点和难点问题。

前财产：沛县某镇某村某庄东屋四间归原告高某所

本文从基层法院审理的婚姻纠纷案件出发，结

有，该房屋暂由被告李某居住使用至李某再婚时止；

合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有

双方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

关居住权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探究在实践审判中，农

决已生效。

村妇女离婚纠纷中存在的居住权难题。
在此基础上
对我国居住权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农村离婚妇女的

2．外地案件 2

居住权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杨某 1 与杨某 2 于某年某月办理结婚登记，
于某年某月生育长子杨某材，某年某月生育次子杨

作者简介
李

某杰。杨某材表示如父母离婚，愿意与杨某 1 共同

魁

生活，杨某杰表示如父母离婚，愿意与杨某 2 共同

沛县法院大屯法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生活。某县某镇某村 50 号房产的产权人是杨某标

全市法院调研骨干

和杨某 1。2017 年 5 月，杨某 1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一、实践与问题

讼，法院经审理后，杨某 1 同意在离婚后，杨某 2

农村离婚妇女案件处理中“居住权”现状研究

可在某镇某村 50 号原双方结婚用房居住一年。
法院判决结果为：一、准予杨某 1 与杨某 2 离

（一）离婚案件中住房问题的处理现状

婚。二、子女抚养及抚养费承担问题。三、自本判
1．本地案件 1

决生效之日起，杨某 2 可在某县某镇某村 50 号原

原告高某与被告李某经人介绍认识，
高某系医

双方结婚用房居住一年，期满后应自行搬离。四、

生，李某系农民，1992 年 5 月双方办理结婚登记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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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

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
（以下简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
尽管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均

称离婚公房使用承租解释的司法解释），针对离婚

不属于女方所有，
但本地法院和外地法院均同意女

双方均可承租夫妻共同居住的公房的情况，做出了

方离婚不离家，
也即虽然夫妻双方离婚且女方没有

具体的规定。在此类情况下，尽管该公房是一方婚

房屋所有权，
但是女方仍然可以在离婚后在案涉房

前承租的，
但另一方仍能依据一定的条件对该房屋

屋中居住。
本地法院和外地法院尽管都确认了女方

享有承租权。但是，如若另一方不满足这九种情况，

的居住权，但在具体的判决上仍然有所区别。关于

则无法对该公房享有承租权。此时，如果该方在离

居住的期限，
本地法院判决案涉房屋暂由被告李某

婚后没有其他可以居住的房屋才会产生居无定所

居住使用至李某再婚时止，而李某是否再婚、何时

的问题，对此该司法解释也进行了考虑。依据该司

再婚，这是不确定的、也无法预测。而在外地案件

法解释的规定，
离婚时一方对另一方婚前承租的公

中，法院则判决杨某 2 可在某县某镇某村 50 号原

房不享有承租权的，
但确实又在解决住房问题上有

双方结婚用房居住一年，期满后应自行搬离，这不

困难的，人民法院可调解或判决其暂时居住。暂住

同于本地法院的判决，一年属于明确的居住期限。

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同时这里的暂时居住并不是

这也就导致了类似的案情出现了不同的裁判结果，

无偿的，由住房困难的一方在暂住公房期间应当缴

造成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局面。
两件案例中的居住

纳与房屋租金、等额的使用费和其他必要的费用。

权，其性质也并不明朗。这些问题究其根源，在于

尽管该司法解释并未明确采用“居住权”一词，所

我国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居住权制度。

规定的暂住也是有偿的，
但是在其中仍然能看见居
住权制度的运用和其价值的发挥。因此尽管在当时

（二）
居住权制度尚未入法前此类案件可用的

居住权制度并未入法，但有关离婚纠纷中公房使用

依据

的司法解释仍然印证了居住权制度对解决离婚妇

1、离婚案件中公房居住纠纷的处理

女住房问题的帮助甚大。

公房是国家
（中央或地方政府）
以及国有企业、

2、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对居住权的运用

事业单位投资、兴建销售的住宅。公房是相对于所

依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夫妻双方离婚时只对夫

有权属于个人的私有住房而言的，
一般个人只有承

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而在有的婚姻关系中可以

租权而没有所有权。

进行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很少，
然而不予分割的另

尽管公房和农村宅基地并不相同，
但对个人而

一方的婚前财产很充足，
这样可能会导致在离婚时

言一般个人都不具有两者的所有权，故而，在离婚

另一方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妇女，
有可能因

纠纷中，
围绕二者产生的纠纷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此陷入生活困境。
《婚姻法》第 42 条是离婚经济帮

由于公房承租人仅有房屋的使用权，
不享有房屋的

扶制度的法律依据，
在审判实务中经常有双方当事

产权，因此在离婚时法院只会判决使用权之归属，

人协商不成，要求法院依据该条款进行处理的情况

而不涉及到房屋的所有权问题。
对于婚后夫妻一方

产生。如何认定一方生活困难，以及经济帮扶的标

所申领的公房，不论时间长短，另一方均有权要求

准如何确定，是实践中遇到的难题。而另一个棘手

分割公房的权益，但如果是一方婚前申领的公房，

的问题是如何做到“适当帮助”
。现今一套房屋的

也即在夫妻结婚登记前，
公房使用权就已经在其中

市场价值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动辄成百上千万，

一方名下，
离婚时另一方可否要求分割该公房的使

成为许多人的负担。
如若将帮扶径直解释成是对房

用权在实务中产生了较大的纠纷。为此，最高人民

屋所有权的处分甚至是于给予，则有超过“适当”

法院在 1996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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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限度的嫌疑。
但居住权的存在使得上述难题得

是一项重要的土地权利，
属于我国特有的一种用益

以很大程度地解决，
在此类围绕房屋分割的离婚案

物权形式，具体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

件中，法官可以判决房屋所有权仍然不变，但是为

国家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划给其建造房屋的国有土

离婚妇女设置居住权，
使得对生活困难一方的帮助

地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权。6 这项

在合理的限度内实现。3 而这一方法也确实被最高

权利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联系在一起，
故而

人民法院进行尝试。最高院出台的《婚姻法解释

宅基地也具有福利性质和社会保障的功能。7 并且

（一）
》第 27 条规定就反映了这一方法，该条规

宅基地是房屋存在的基础和承载物，没有宅基地，

定：
“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

房屋就无法存在。然而在实践中，农村妇女往往在

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
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是

农村宅基地使用和权益实现方面面临困境，尽管依

房屋的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为了指导该类案件的

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妇女在宅基地使用、农村土地

审理，在 93 年公布了《离婚财产分割解释》
，其中

承包经营等方面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
并且农村

第 14 条的规定也为这一做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妇女无论是否婚嫁，
都应与相同条件的男性村民享

4 该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是对没有房屋居住的离

有同等权利，参与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政府不得以任

婚一方进行生活帮助的具体规范，
现该解释已废止。

何形式和任何借口剥夺或者限制妇女在申请宅基

尽管上述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并不成熟，
但是

地方面的权利。8 但是这些法律对于农村妇女土地

其中也已涉及到了对于居住权制度的运用。
虽然这

权益保护的规定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过于宏观缺

里的房屋居住权究竟是债权性质还是物权性质并

乏可操作性，难以真正解决实际中的难题，以至于

不明朗，
但是有关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条文已经体

在实践中存在着对妇女宅基地使用权的性别歧视。

现出通过赋予离婚妇女房屋的居住权，
从而保障其

（二）
居住权制度解决农村离婚妇女住房问题

基本的生活需求的价值。

的理论依据

二、界定与价值

居住权制度使得居住权人可以对房屋享有使

居住权制度对解决农村离婚妇女住房问题的意义

用、占有的权利，这不仅有利于解决特定人群的住

（一）农村离婚妇女深受住房问题困扰

房问题，还能充分发挥有限的房屋资源的效用。尽
管当今居住权制度被赋予了投资等其他功能，
但保

离婚是当今妇女所遇到的较多、
较棘手的社会

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仍是其核心价值。
居住权制度的

问题、法律问题之一，而其中关于房屋问题的处理

理论根源在于家庭成员之间扶持照顾的伦理道德

则更为复杂。5 而由于农村妇女外出打工少，经济

观和物权占有理论。9 当男女双方结为夫妻之后，

收入来源单一，对于财产的掌控相对较弱，在现实

二人之间则具有了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法律上的

生活中往往发生离婚时对于未来的预测不强，
对夫

婚姻关系。这一特殊的身份关系，进而产生了夫妻

妻财产的知悉较少。
因此在离婚时农村女性比男性

之间的相互扶助义务。故而在离婚时，如若夫妻一

更多的遇到了住房问题的困扰。

方具有生活方面的困难，
另一方则应当给予一定的

此外宅基地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缺陷也

帮助。如果离婚后农村妇女受制于教育、就业、性

进一步扩大了农村离婚妇女的住房问题。
尽管根据

别等因素，仅具有较低的经济水平，而无法满足其

我国法律的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既不得买

基本生活需求。
那么另一方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就应

卖也不能继承，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财产。但是农

当对其进行帮助。

村居民可以对于宅基地享有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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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解释也即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

对于在其住所上设立居住权不表示同意时，居住权

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以下简称离婚案

人就无法使用、占有该房屋进而获得居住保障，致

件财产分割解释）中曾经规定，婚前财产可以随婚

使设立居住权制度的目的落空。但是，仅规定约定

龄的变化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然而现行婚姻法

居住权，显然与居住权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

已经废除了这项财产转化制度，
依据现行的婚姻法，

求的目的相悖。
对于以家庭成员作为居住权人的主

只要是婚前的个人财产，
该财产并不会随着婚后婚

体范围的居住权来说，该类居住权的特点更多是具

龄的变化而转化为共同财产，
这也就导致女方不可

有保障性、救助性，需要法律体现较多的强制性安

能再通过夫妻长期的共同生活，
由于婚龄的变长而

排，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增加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也

取得房屋的共有权，
其无法对属于男方的婚前财产

即除了约定的居住权仍需要进一步增设法定居住

的宅基地享有权利。但在居住权制度下，农村离婚

权和裁判居住权。同时，这三类设立方式应具有不

妇女尽管无法拥有房屋的所有权，
但却可以依据所

同的适用范围，
也即根据居住权设立目的以及居住

有权和占有相区别，
通过居住权对房屋进行占有和

权的权利主体范围进行划分。在涉及到保障家庭成

使用，从而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因此居住权制度

员的基本生活需求这类目的时，采用法定居住权，

对于农村离婚妇女的住房问题保障的意义十分明

也即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条件，
符合条件的权利人

显。

例如（主要是）配偶、父母、子女，即享有单方设
定居住权的权利，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并不能成为

三、设计与建议

该项权利设立的必要条件。同时，当上述这类居住

我国农村妇女离婚后居住权制度的构建

权的设立发生争议时，应当赋予法院判决居住权的

（一）居住权的制度设计应当区分对待

权利。
例如在父母或者是朋友无法解决自己的居住
困难的情况下，
房屋所有权人有能力提供他们居住

1．居住权设定方式的多样化

的房屋却不配合时，
法院可以判决这类弱势群体取

当前我国民法典物权编中有关居住权的设立，

得居住权。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
对于配偶和父母、

仅规定了约定设立这一种方式，约定设立居住权，

子女等房屋所有权人负有赡养、
抚养义务的人以外

使得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来设立居住权，
采用书面

的主体，居住权更多的是一种投资手段，该房屋是

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并已登记生效主义作为居住

用于给他人居住或者是自己居住亦或是闲置，
都是

权的生效时间，
这样的模式使得居住权与租赁权相

房屋所有人个人的自由，为不为他人设定居住权，

区别，显示出其比租赁权更高的独立性，书面设立

属于其自主权利，均应采约定的设立方式。

的方式以及登记所带来的公示性，
方便在发生居住
权纠纷时就能迅速的解决，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居住

2.居住权的取得方式，按目的来区分

权的对抗效力。10 同时约定设立方式对于彰显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居住权无偿设

住权的物权价值，
使居住权作为一种投资手段从而

立。无偿设立体现出人文关怀，有利于彰显居住权

充分利用房屋资源进而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
具有

的救助性和慈善性。
对于居住权人为家庭成员的法

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一角度来看，约定居住权能

定居住权来说，
居住权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够体现居住权制度的价值。双方当事人，特别是房

需求而设立的，
如若要求已经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满

屋所有人，
可以通过与对方当事人订立居住权合同，

足住房需要的他们支付相应的对价，
则与救助性的

并在合同中约定各项权利义务，
满足其多样的需求。

目的相悖。故而对于此类居住权而言，无偿设立并

但仅以约定方式设立居住权，
当房屋所有权人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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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非家庭成员为权利主体的居住权来

宅权实施保障,但这些法律中大多都只是些原则性

说，此类居住权往往具有投资性的目的，其作为纯

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有效的制度保障措施，故而不

粹的用益物权具有财产权性质。
与体现人文关怀的

具备实际可操作性，
导致具有住房困难问题的农村

家庭成员居住权不同，
应当体现等价有偿的交易原

离婚妇女的居住权无法享有切实妥善的保障。13

则，故权利人应当通过支付对价来设立居住权。只

此类居住权的设立目的在于保障特殊弱势群体的

有在例外情形下，
也即当事人之间在合同中有特别

基本生活需求，设立方式应以法定居住权为主，同

约定，则依据意思自治得为无偿。11 并且从交易

时不排除比法定居住权条件更为有利于居住权人

动机的角度来看，在约定居住权的设立模式下，如

的约定居住权的适用。具体而言，对于离婚后无法

果这类投资性居住权的取得一律采用无偿的方式，

解决自身住房困难的农村妇女来说，
在满足法律规

那么房屋所有人很大程度上不会愿意在自己的房

定的条件后，就可以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所居

屋上添加负担，为他人设立居住权。

住的房屋无偿享有居住权，
无需房屋所有人的同意。
同时，如果夫妻二人在婚前、婚姻存续期间或者离

3.居住权的转让与否按类型区分

婚后经双方合意约定了有关该房屋的居住权合同，

基于设立的目的不同，
居住权可分为社会性居

且合同内容相较法定居住权更加有利于离婚妇女，

住权和投资性居住权，
前者指向自罗马法以来的传

例如居住期限更久、住宅位置更便利，那么应当允

统居住权，
属于为构成弱势群体的家庭成员的居住

许此类约定居住权的适用。

权益而设定的人权范畴，
此类居住权具有极强的身
份属性和人性，
后者则属于以投资为目的的纯粹用

2.明确农村妇女离婚后妇女居住权的适用条

益物权，具备极强的财产性质。12 依据《中华人

件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369 条的“居住权不得转让、

（1）离婚后法定取得居住权的条件

继承”的规定来看，将居住权的功能限制于社会性

尽管对于离婚后的农村妇女而言，主要采法定

居住权。对于这类居住权而言，它属于为特定群体

居住权，但是满足何种法定条件可以取得居住权，

的居住需求而设立，
故而属于此类居住权可转让性，

仍需进行仔细的斟酌。因为，当居住权的设立目的

从而获得收益就背离了这一制度的初衷。
因此对此

主要在于保障特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时，一

类社会性居住权而言，规定其不得转让并无问题。

方面这类群体例如本文的主体农村离婚妇女，
她们

但是对于投资性居住权而言，
这里居住权的目

受制于教育、经济水平、性别等因素，缔约协商能

的在于满足人们利用财产形式多样化的要求，
特别

力较弱，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定予以保障。但是从所

是共同出资建房或者买房者对居住权的需求，
对于

有权人的角度来看，
对该群体的照顾特别是无偿设

此类居住权则应当凸显其作为纯粹的用益物权的

立居住权，
确实会造成帮扶一方也即房屋所有权人

财产性属性，
立法者不应当将其对社会性居住权的

的负担。因此，如果法律对此类居住权的适用条件

行使限制，同等的时间与投资性居住权，应允许这

和范围不加限定，将陷帮扶人于不利的境地。

类居住权转让和收益。

本文认为，农村妇女在离婚后，可以依据如下
条件享有居住权：第一，该农村离婚妇女依靠个人

（二）
农村妇女离婚后居住权的具体制度设计

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
仍然无法维持当地基本

1.以法定居住权为主，约定居住权为辅

生活水平，生活困难且没有房屋居住；第二，原配

目前,我国主要依靠
《婚姻法》
及其司法解释、

偶另一方有能力提供房屋设立居住权；第三，该农

《妇女权益保障法》
等法律规定来对离婚妇女的住

村离婚妇女生活困难是因婚姻存续期间将时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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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用于对家庭的贡献上所致例如女方婚后是全

务人也即离婚中的帮扶方的经济状况和综合实力，

职主妇忙于维持家庭、照顾老人与孩子。14 在满

对居住权的期限进行设置。在此类案件中，如果一

足上述条件后，
农村离婚妇女和房屋所有人应至相

方实力雄厚，家庭财产较多，此时可以酌情相对帮

应的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从而正式设立居住权。如

扶的时间和数额多一些。
但是要避免让帮扶人员成

若房屋所有人不愿意为原配偶设立居住权或者不

为一种负担，过分加重了帮扶人员的责任而导致其

配合其进行登记，
该农村离婚妇女可以向法院提出

陷入两难境地。就像案例一中，高某作为医生，长

申请，符合上述条件的，由法院判决另一方向申请

期离家出走，三个孩子一直由被告李某抚养，且离

人提供房屋居住权。

婚后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李某抚养生活，法院综合考

（2）根据情况设置离婚后居住权的期限

量双方的经济基础和高某不回去生活的事实，
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虽然对于居住权的

被告李某在原告所有的房屋居住使用至李某再婚

期限并未进行规定，
但结合条文中所规定的约定设

时止。这种判决结果在农村来说，就是广大妇女所

立的方式以及“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的

述的“离婚不离家”
。因为她们长期在婆家生活，

规定，可以推测民法典对于社会性居住权，在当事

子女有的已成年，如果此时让他们回到娘家也是不

人之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
将居住权

现实的。但是如果帮扶一方也仅仅是稍微比被帮扶

的期间限定为居住权人的终生。

人好些，这种情况下在帮扶时间和帮扶数额上就应

这样的期限设置最为笼统和简单，
也为居住权

该适当少些，做到让双方均衡的发展，避免因为离

人设置了极大的保障。
但如若将农村离婚妇女的居

婚引发更大的冲突。
比如上文外地案件中的离婚纠

住权期限设为终身，
则可能助长不劳而获的社会风

纷，双方中的一方自愿同意让另一方居住一年，这

气，
使得享有法定居住权的农村离婚妇女产生即便

种情况下，综合考虑案件的离婚缘由，家庭子女的

自己不努力也可以一生不用担心住房问题的心理，

现况、
双方劳动能力下作出符合当事人意志的判决，

从而不思上进，
不努力对自己生活困难的现状进行

也是符合当前社会的主旋律和正能量的。

改变。这对于房屋所有人的权益也会造成损害。同

对于年老、疾病而无住房者，居住权的期限以

时，如果居住权的相对人仅具有这一套房屋，设立

终身为宜；对于年轻或中年离婚妇女，将期限设置

居住权后就可能导致已经离婚的夫妻双方仍将长

为终身应当谨慎考虑，因为这类妇女有足够的精力

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就难免会产生新的问题，

和时间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改变当前的弱势地位，

也为当事人再婚造成一定的障碍。因此，对于居住

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对于后者，居住权期限可以

权的期限是否为终身应当全面考虑，
应根据居住权

结合以下情况进行规定：
第一，如果居住权人再婚，

权利人和义务人双方的情况，
考量居住权的期限设

开始另一段新的婚姻关系，
那么居住权的期限就至

置。如果被帮扶一方无业、生活特别困难，缺乏再

其再婚之时；第二，至居住权人另有房屋居住时。

就业的机会，谋生能力差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

（3）居住权人的权利与义务

或者抚养子女较多，身患严重疾病等等，在这种情

居住权是以居住他人房屋为内容的权利，
介于

况下的帮扶就可以适当的多些，
例如居住权的期限

房屋所有权和租赁权之间，处于二者的中间地带。

设置一个较长的时间。
但是如果根据社会群众一般

15 当农村离婚妇女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法院判决取

社会经验和常识判断，
受帮助方具备一定的劳动能

得居住权后，其便对原配偶一方的房屋及其附属设

力，
受教育的程度和健康状况等具备独立自主生活

施享有占有、使用权利。居住权本质上属于用益物

的能力，
帮扶则应考虑时间和数额适当少些。同时，

权，其物权属性决定了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可排

还应当结合提供房屋的一方的情况，
根据居住权义

除包括房屋所有权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人的干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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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依据买卖不破租赁的原理，居住权的设立虽

询工作报告》
：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然不能阻止房屋所有权人对房屋的出卖，
但是房屋

的不完全统计，离婚时涉及住房分割问题的占 51.9%。

所有权的变动并不对已经设立的未到期的居住权

[6] 张宗武：
《浅谈农村离婚妇女的财产权保护》
，
《时

产生影响，
房屋买受方也即新的房屋所有权人仍然

代金融》2007 年第 7 期。

承受已设的居住权的负担。也即，即便该农村离婚

[7]许建苏：《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探讨》，《河北法

妇女享有对房屋的居住权，
但房屋所有人仍可将房

学》2006 年第 11 期。

屋出卖给第三人，但由于居住权的对抗效力，第三

[8]张鑫编著：
《三农与法：宅基地与房屋》
，吉林出版

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后，
并不能以此对抗该农村离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版，第 5 页。

婚妇女，不能要求居住权人搬离房屋。农村离婚妇

[9]李云：《简论居住权制度在离婚妇女居住权保护中

女在对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进行占有和使用时，
也应

的运用》
，
《中国房地产业》
，2011 年第 3 期。

遵循一定的义务，尽到善良管理人的原则，农村离

[10]黄积虹：
《构建民法典物权编居住权的思考》
，
《上

婚妇女对自己居住的房屋负有维修和保养的义务。

海政法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
[11]参见鲁晓明：
《论我国居住权立法之必要性及物权

【注释】

性为主的立法模式—兼及完善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居住
[1]参见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2011）沛大民初字第

权制度规范的建议》
，
《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3 期。

513 号民事判决书。

[12]参见单平基：
《<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探讨

[2]参见（2018）闽 0629 民初 259 号民事判决书。

和完善》
，
《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

[3]申卫星：《从“居住有其屋”到“住有居所”----

[13]陈琴、何谢颖、杨启冰：
《我国离婚妇女“居住权”

我国民法典分则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
《现代法学》

保护研究》
，
《现代商贸工业》2011 年第 3 期。

2018 年第 2 期，第 1 页。

[14]参见郎冰：《离婚后居住权问题分析》，黑龙江大

[4]1993 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

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 14 条：
“婚姻存续期间

[15]申卫星：
《从“居住有其屋”到“住有所居”——

居住的房屋属于一方所有，另一方以离婚后无居住为由，

—我国民法典分则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构想》，《现代法

要求暂住的，经查实可据情予以支持，但一般不超过两年。

学》2018 年第 2 期。

无房一方租住经济困难，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可给予一

[16]单平基：
《<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和完

次性帮助。

善》
，
《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

[5]《北京大学法律系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四年咨

最高法印发指导意见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附全文）
2021-02-18 人民法院报
https://mp.weixin.qq.com/s/cYXDTOE2kx94AewEcQVECw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

精神，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尚的

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这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

重要举措，
也是人民法院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裁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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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释法说理，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提升司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予以印发，请结合

法裁判公信力和透明度的有效途径。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层报

近年来，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

最高人民法院。

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规范和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最高人民法院

先后印发了
《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

2021 年 1 月 19 日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
《关于在司法解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把社会

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
等规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正确贯

范性文件，还先后发布三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彻实施民法典，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

值观典型案例”
，公正审理“英烈保护公益诉讼”

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进一步增强

“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
“冰面遛狗溺亡索赔案”

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努力实现富强、民主、

等系列案件，
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培育和践行社会

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努力追求自由、平等、公

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以

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努力践行爱国、敬业、诚信、

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

友善的价值准则，结合审判工作实际，现提出如下

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
《意见》系统总结各级人

意见。

民法院有益经验，
进一步引导广大法官正确运用社

一、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

书释法说理，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

（一）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意见》
全面规范了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

值观释法说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主要方法、

思想，忠于宪法法律，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

重点案件、范围情形、配套机制等，突出“法官在

结合，深入阐释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国家价值目标、

法律框架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这

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
实现法治和德治相

一基本定位，有利于指引、规范法官运用社会主义

辅相成、相得益彰。

核心价值观正确理解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
规范行

（二）以人民为中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积

使自由裁量权，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治理、社

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准

会治理中的规范、评价、教育、引领等功能，为人

确阐明事理，详细释明法理，积极讲明情理，力求

民群众在实施见义勇为、
正当防卫以及维护公共利

讲究文理，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裁判的满意度，

益和公共秩序时，在遇到“扶不扶”
“劝不劝”
“管

以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平正义。

不管”
等法律和道德难题时，
亮明立场，
辨明方向。

（三）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统一。立足时代、国情、文化，综合考量法、理、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

情等因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不断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认同、
社会认同和情理认
同。

法〔2021〕21 号

二、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

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军事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

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作

设兵团分院：

为检验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行使的重要标准，
确保

现将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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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对于裁判结果有价

应当根据立法精神、
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等作出司

值引领导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法官应当强化

法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充分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切实发挥司法

值观阐述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

裁判在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中的规范、
评价、
教育、

七、案件涉及多种价值取向的，法官应当依据

引领等功能，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培育和弘

立法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定以及社会主义核心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确定适用于个案的

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

价值取向，
并在裁判文书中详细阐明依据及其理由。

法律为准绳。在释法说理时，应当针对争议焦点，

八、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

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法庭辩论以及法律调查等情

诉讼代理人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代

况，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说明裁判事实

理人等在诉讼文书中或在庭审中援引社会主义核

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过程和理由。

心价值观作为诉辩理由的，
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用

四、下列案件的裁判文书，应当强化运用社会

口头反馈、庭审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属于本意见

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第四条规定的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

（一）涉及国家利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广

明确予以回应。

泛关注的案件；

九、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

（二）涉及疫情防控、抢险救灾、英烈保护、

书释法说理应当正确运用解释方法：

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助人为乐等，可

（一）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准确解读法律规

能引发社会道德评价的案件；

定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
充分

（三）涉及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

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案中的内在要求和

势群体以及特殊群体保护，
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

具体语境。

且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二）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将法律规定与中

（四）涉及公序良俗、风俗习惯、权利平等、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民族宗教等，
诉讼各方存在较大争议且可能引发社

联系起来，全面系统分析法律规定的内涵，正确理

会广泛关注的案件；

解和适用法律。

（五）
涉及新情况、
新问题，
需要对法律规定、

（三）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以社会发展方向

司法政策等进行深入阐释，引领社会风尚、树立价

及立法目的为出发点，发挥目的解释的价值作用，

值导向的案件；

使释法说理与立法目的、法律精神保持一致。

（六）
其他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释法说理的案件。

（四）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结合现阶段社会

五、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官

发展水平，合理判断、有效平衡司法裁判的政治效

应当结合案情，
先行释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相关规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推动社会稳定、可持续

定，再结合法律原意，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发展。

一步明晰法律内涵、
阐明立法目的、
论述裁判理由。

十、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应当使用简洁明快、通

六、
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直

俗易懂的语言，讲求繁简得当，丰富修辞论证，提

接依据的，除了可以适用习惯以外，法官还应当以

升语言表达和释法说理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

十一、
人民法院应当探索建立强化运用社会主

定作为裁判依据；如无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法官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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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部门以及院长、
庭长等应当加强对案件诉讼主

服务系统、院长信箱等途径，认真收集、倾听社会

体、诉讼请求等要素的审查，及时识别强化运用社

公众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建议，探索运用大数据进行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重点案件，
并与审判

统筹分析，
最大程度了解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的反

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有机衔接。

馈意见，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十二、人民法院应当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

十六、
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

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

示范引领作用，完善优秀裁判文书考评激励机制，

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
》

积极组织开展“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作机制的意见》等相关要求，统一法律适用，确保

优秀裁判文书”评选工作，评选结果应当作为法官

同类案件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一

业绩考评的重要参考。

致性。

十七、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定

十三、对于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案件，根据审

期收集、整理和汇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

判管理相关规定，
需要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

说理的典型案例，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带动

员会讨论的，
法官应当重点说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

人民群众将法治精神融入社会生活，
培育和营造自

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意见。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环境。

十四、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法官业

十八、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意见，结合

务培训，将业务培训与贯彻实施民法典结合起来，

工作实际，制定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执

坚持学习法律知识、
业务技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行等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实施细则，
报最高人民法

观并重，
增强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

院备案。

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不断提升法官释法说理的能

十九、本意见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力水平。
来源：人民法院报

十五、
人民法院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
“法信”

作者：金晓丹丨编辑：李璇 白龙飞

平台、12368 诉讼服务热线、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

最高法司改办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
2021-02-18 人民法院报

记者：白龙飞

https://mp.weixin.qq.com/s/-9rwwCm5e_VFKwtv5X5UkA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

内核，
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

本特征，也是全体人民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

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负

数”。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责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就所涉重点问题回答

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了记者提问。

书记多次就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
重要论述、
提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问题一：请您介绍一下《意见》制定的主要背

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有效整合社

景？

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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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中央先后印发《关于培育和践

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关于进一步把社

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工作。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

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
依法

价值观释法说理，公正审理“英烈保护公益诉讼”

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

“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
“冰面遛狗溺亡索赔案”

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要求人民法院“用司法

等系列案件，弘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得到人大

公正引领社会公正”
。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
《法

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赞誉和广泛认

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
》也提出，

同。当然，我们也发现，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不少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用法律的

法官存在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

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说理”认识不统一、运用不规范，
“不会用”
“不

的自觉性。

愿用”
“用不好”等问题，既造成部分案件中的“机

通过司法裁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

械裁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院

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内在要

审判工作的接受度和满意度。任何国家的司法裁判

求。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推

中，都或多或少体现了本国的主流价值观，有的是

进法治、德治、自治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司法裁判

通过立法形式体现出来的，
有的是在典型案例中反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规范、引

映的，
而司法裁判就是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过

领和保障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印发《关于在人

程中，将主流价值观融入具体的案件裁判之中。之

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所以制定印发这个指导意见，就是针对我国司法实

若干意见》
《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

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从规范意义上作出进一步细

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等规范性文件，发布三批

化、明确，澄清或者校正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的认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等，坚持将

识误区和实践偏差，
对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在

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个案裁判中作出方向和方法上的指引。

观有机结合，
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

问题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

核心价值观。2019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

判文书释法说理有何重要意义？

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
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
》提出要完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审判执行工作的

释法说理，规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是人民法院

配套机制，确保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

增强司法裁判公信力和透明度的重要举措。
《意见》

裁判规则发挥价值引领功能，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

心价值观融入审判执行工作。

原则的重要指引，对民商事案件无规范性法律文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情形应如何确定裁判依据等

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

予以明确规范，
并要求法官重点说明裁判事实认定

重要方式。
裁判文书作为司法裁判的
“最终产品”
，

和法律适用的过程和理由，
以有效监督法官行使自

直接反映了案件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
裁判文书

由裁量权，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

释法说理是否恰当、充分、透彻，直接关涉到司法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裁判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关涉到人民群众对司法裁

释法说理，有效回应群众诉求，是提升人民群众对

判的接受度和满意度。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

法院审判工作接受度和满意度的关键环节。
《意见》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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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基本原则之一，要求法官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脚”于具体的法律规则

在释法说理时，使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

和法律原则，进一步理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

准确阐明事理，详细释明法理，积极讲明情理，力

律规则的内在统一关系。如《意见》第一条明确规

求讲究文理，
提升语言表达和释法说理的接受度和

定“忠于宪法法律，深入阐释法律法规所体现的国

认可度。同时，
《意见》还规定了在诉讼主体援引

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
”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诉辩理由时，
人民法院应

五条规定突出依法依规，
即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

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回应。

先行释明法律规定，再结合法律原意，运用社会主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释法说理，
以强调司法裁判的

释法说理，将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有机结合，是人

稳定性、权威性和人民群众的可接受度。

民法院践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

问题三：《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
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

《意见》共有 19 个条文，对各级人民法院深

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意见》以此作为基本原则

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

之一，
要求人民法院在司法裁判中深入阐释法律法

理进行了系统全面部署，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

规所体现的国家价值目标、
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

（第一条至第四条）
明确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值准则，为人民群众在实施见义勇为、正当防卫以

释法说理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基本方法以及强

及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时，在遇到“扶不扶”

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重点案件。

“劝不劝”
“管不管”等法律和道德难题时，亮明

第二部分（第五条至第八条）根据审判实践，区分

立场，辨明方向，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不同情形，
细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

的内容。第三部分（第九条至第十条）规范运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主要方法，
包括解释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
释法说理，以公正司法引领社会公正，是人民法院

方法和语言要求。第四部分
（第十一条至第十七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配套机制，包括建立案件识别、类案统一、审判监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具有

督机制，加强业务培训，建立裁判文书反馈改进机

重要引领作用，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

制等。第五部分（第十八条至第十九条）制定细则

作用。
《意见》要求，对于裁判结果有价值引领导

和时效。

向、行为规范意义的案件，法官应当强化运用社会

问题四：《意见》的亮点有哪些？

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一是规范释法说理案件。
针对司法实践中不少

值观的行为得到倡导和鼓励，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和惩处，
促进人民在理想信念、

法官不知道哪些案件应当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推动法

价值观释法说理的问题，
结合中央相关文件精神和

治中国、
平安中国建设和发展发挥有力司法服务和

部分典型案例，综合考量社会关注度、争议度、案

保障作用。

件主体以及是否存在道德评价、
具有行为规范和价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意见》明确“法官在法

值引领导向等因素，
《意见》第四条确定了六类应

律框架内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
这一

强化释法说理的重点案件。在确定重点案件时，我

基本定位，就是避免引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们主要考虑到这六类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高、影响较

替代或者优先法律进行司法裁判”的误读和疑虑，

大，对于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型构具有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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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作用，
且在法律解释中可以上升到价值观念、

件情形提供适当的解释方法，确保同类案件运用社

道德规范层面，
更加有利于在司法个案中实现法律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科学性和统一性。同

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上述六类案件，

时，要求法官使用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讲

由于具体案情的复杂性和差异性，
《意见》倡导性

求繁简得当，丰富修辞论证，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

地要求法官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

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

理，给法官在多元价值评判、复杂利益平衡裁量以

问题五：《意见》提出建立了哪些配套机制？

及核心价值观培育、引领、践行等方面提供释法说

除加强业务培训、发挥典型案例和优秀裁判文

理指引，预留了以小案例讲述大道理的空间。

书的引领作用、加大法治宣传力度等，我们还推动

二是细分释法说理情形。
《意见》第五至第七

建立了以下几项配套机制：

条以“法律规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关

一是案件识别机制。
《意见》要求探索建立强

联为切入点，分三种情形释法说理，为法官提供相
对明确的实践指引，解决法官“不会用”的问题：

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案件识别

一是有裁判依据的，先依法释明，再运用社会主义

机制，立案部门、审判部门以及院长、庭长等应当

核心价值观围绕法律依据阐释理由；
二是民商事案

加强对案件诉讼主体、诉讼请求等要素的审查，及

件无规范性法律文件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
除了可

时识别强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

以适用习惯以外，
法官还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重点案件，并与审判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有机衔接。

观为指引，以最相类似的法律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二是类案统一机制。
《意见》要求法官积极通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民法典第十条规定以及刑事、

过类案检索等制度，统一法律适用，确保同类案件

行政案件裁判规则，
《意见》第六条将案件范围限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一致性。

定为“民商事案件”
；三是案件涉及多种价值取向

三是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对于《意见》第四条

的，法官应当依据立法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规定

规定的案件，根据审判管理相关规定，需要提交专

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判断、权衡和选择，

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法官应当重点说

确定适用于个案的价值取向，
并在裁判文书中详细

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意见。
四是文书反馈及改进机制。
《意见》第十五条

阐明依据及其理由。
三是回应人民群众诉求。
为让人民群众获得良

规定：
“人民法院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
‘法信’平

好的司法体验，
《意见》第八条规定了诉讼主体在

台、12368 诉讼服务热线、中国应用法学数字化服

诉讼文书中或者在庭审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务系统、院长信箱等途径，认真收集、倾听社会公

观作为诉辩理由的，
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用口头反

众对裁判文书的意见建议，
探索运用大数据进行统

馈、庭审释明等方式予以回应；属于本意见第四条

筹分析，最大程度了解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的反馈

规定的案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予

意见，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以回应。

问题六：如何推进《意见》有效“落地”？

四是规范释法说理方法。为了指引、规范法官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释法律，
提高广大法官

《意见》提出以下措施，确保文件实施效果：

运用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的能力水平，解决“精准

一是加强法官业务培训。
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定

用”的问题，
《意见》第九条总结归纳司法实践和

期组织开展法官业务培训，
将业务培训与贯彻实施

法学界普遍采用和认同的四种解释方法，
即文义解

民法典结合起来，增强法官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针对不同案

观释法说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不断提升法官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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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的能力水平。

三是完善实施细则。
考虑到不同审判领域的特

二是完善考评激励机制。一方面，积极组织开

殊性以及案件的复杂性，
《意见》指出，各高级人

展
“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优秀裁判文

民法院可以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刑事、
民事、
行政、

书”评选工作，评选结果应当作为法官业绩考评的

国家赔偿、执行等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实施细则，

重要参考；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各高级人民

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法院定期收集、
整理和汇编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释法说理的典型案例，加大宣传教育，进一步培

来源：人民法院报

育和营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环

记者：白龙飞 | 编辑：李璇 沈圆圆

境。

加强涉外法治工作
2021-02-19 人民日报

沈德咏 刘静坤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6137403/6044335

涉外法治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

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以联合国

分，
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法治领域的具体

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

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涉外法治工作不断发展，

动各国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在促进对外开放、
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治，共同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

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强调：
“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

加强涉外法治工作，
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

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

制定和完善，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当前，

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
更好维护国家主权、

国际规则发展进程加速，在外空、网络、大数据、

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国际法治秩序。

人工智能等新领域，
不少国家试图提出符合本国利

历史和现实证明，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益的国际规则方案。我们要及时跟进研究，提出契

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促进世

合国际法治和中国实际、
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

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石。
国际法基本原则对形成和维

建设性方案，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发展中的话语权和

护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意义重大。上世纪 50

影响力。同时，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协作，推动国内

年代，
我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

法律与国际规则衔接，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

原则，为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习

当前，国际组织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近平主席指出：
“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治的共同开

在国际法治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冷战结束以来，

放，不应该任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秩序

国际组织数量显著增长，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全球

和国际规则，
而要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预防、反

体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我国加强涉外

恐、应对金融危机等众多领域，国际组织都发挥着

法治工作，
着眼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

力促国际合作。我们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

织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加强涉

富一律平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

外法治工作，需要加大国际法教育和研究力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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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力度，
注重向国际组织输送涉

治领域风险隐患。既要看到国际法治在稳定国际秩

外法治人才，为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规

序、规范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有效防

则设计和日常管理提供人力资源。
进一步提升与国

范化解国际法治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比如，有的

际组织的协作水平，
共同为全球治理变革贡献力量。

国际条约主要由一些发达国家主导制定，
在争端解

我国法律的域外适用，
是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

决机制等方面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

环节。我们要立足全面对外开放的现实要求，加快

会发展需要。加强涉外法治工作，要求科学研判国

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
推进涉外法治重

内各项发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国际法

点领域立法，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着力解决对

律风险，充分评估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司法程序的

外贸易、投资等领域规则不完善等问题。优化国内

潜在问题，提前制定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方案。灵

法律体系，
及时修订和废止不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

活运用现有国际法律争端解决机制，
探索推广新型

的法律法规，
从而更好发挥国内法域外适用的制度

国际法律争端解决机制。比如，围绕“一带一路”

功能。
面对一些国家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和

国际合作，推进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推动我国仲裁

所谓“长臂管辖”行径，必须运用法律武器坚决予

机构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仲裁机构合作建立联

以反击。综合利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开展斗

合仲裁机制等，
为解决国际法律争端贡献更多中国

争，占领法治和道义制高点，不断增强涉外法律斗

智慧和中国方案。

争的主动性，更好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作者分别为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

更好维护中国企业、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任、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教授）

加强涉外法治工作，
还要注重防范化解国际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2021-02-24 最高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aC385jMoux4o6NCFEozouA

2 月 24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媒体新闻

和谐的重要基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

发布厅发布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例，并回答记者提问。

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民一庭庭长郑

新社会治理”。

学林，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刘敏，最高人民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老年人

法院民一庭副庭长王伟，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主审

权益保障正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法官王丹共同出席发布会，
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

进一步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

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

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势在必行。

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现“老有

依法审理涉老年人权益的各类案件，
通过司法

所养”是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责任。习

手段打击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行为，是人民法院的重

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

要职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深入

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
，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

学习、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

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司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026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法为民、公正司法，将维护老年人权益作为一项重

一方面，在民事审判特别是家事审判中，由过

要工作内容。

去的侧重财产权益保护转变为全面关注当事人身

此次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不仅

份利益、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

另一方面，
加快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也是人民法院弘扬

改革。积极争取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加强与民

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引导公民自觉承担家庭责任、

政、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动员村民委员

树立良好家风的生动实践。

会、居民委员会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
抓前端、

一是聚焦顶层制度设计，
完善老龄工作配套政

治未病，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努

策。让老年人健康幸福地安度晚年，
实现老有所养、

力以司法手段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是全面建成小康

德和传统孝道文化，推进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2013 年，全国老龄工作委

三是发挥案例引导作用，
多维度保障老年人权

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等 24 个部门联合发布

益。典型案例不仅有助于司法机关统一法律适用标

《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
，提出

准，也能有效引导社会公众更好地知法、守法、用

要积极完善老年人优待政策、法规体系，让老年人

法，传递鲜明的价值导向。

更好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不断提升老年人生

2021 年新春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老年人

活质量。

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是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

2017 年 12 月，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座谈

护工作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
也是依法保障老年

会在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成员单位参加，会

人“老有所养”
，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宣言。

议明确要全面做好新时代老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积

此次选取的十件典型案例基本上涵盖了老年

极推进老年维权工作深入开展，
不断提升老年人的

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和关注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

问题。这其中既有财产权益纠纷，如老年人财产权

制定下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

保护、老年人委托理财，也涉及人身权益的保护，

制改革的意见（试行）
》
，要求转变审判理念和审判

如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
遗产分割时照顾老年人利

方式，推进家事诉讼程序改革，以维护家庭和谐稳

益；既有家庭内部赡养问题，也包括家庭赡养缺失

定为目标，多维度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情况下公权力机关介入的尝试，
如赡养纠纷检察院

二是着眼社情民意，深入贯彻司法为民理念。

支持起诉、
依法指定福利机构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老

根据民政部预测，
“十四五”时期，全国老年人口

年人的监护人；既关注“老有所住”的老年人基本

将突破 3 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

生存需求如保障老年人居住权，
也包括丰富老年生

化。因此，必须更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努力满

活所涉及的老年人旅游过程中合法权益的保护。

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健全养老、孝

此外，
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还包括
“以房养老”、

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社会养老等养老形式创新中涉及的纠纷，
以期为老

近年来，社会上关爱老年人的意识大幅提升，

年人权益保障提供更多的行为指引和规则参考。可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但是，

以说，每一个案例在保障老年人人身、财产安全方

相关的制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
同广大老

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和指导意义。

年人过上幸福晚年生活的期盼尚有一定差距。
最高

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

人民法院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采取多种措施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

推进涉及老年人权益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工作。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做好新时期老年人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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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重道远。

八、于某某诉北京某旅行社及其分公司旅游

各级人民法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合同纠纷案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

（关键词：老年人旅游、团体性维权）

续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通过公

九、周某诉龚某侵权责任纠纷案

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裁判，让老年人能够真正“吃不

（关键词：
“强行啃老”、保护老年人合法财产

愁、病不忧、孤不独、乐有伴”
，让敬老爱老成为

权益）

全社会的普遍观念和自觉行动，
让家庭成为社会和

十、柳州市社会福利院申请作为无民事行为

谐的有力基点，为实现国家发展、民族进步，提供

能力人指定监护人案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关键词：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监护）

人民法院老年人权益保护

案例一：

十大典型案例

唐某三人诉俞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

目 录

关键词：居住权保护；老有所居

一、唐某三人诉俞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关键词：居住权保护、老有所居）

案涉房屋原系唐某三人的父亲唐某某与母亲

二、王某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韩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2007 年，韩某某去世。

某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008 年，唐某三人通过继承遗产及唐某某的房屋

（关键词：老年人理财、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

产权赠与,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并出具承诺书，

务）

承诺：父亲唐某某及其续弦未离世前，有终身无偿

三、高某诉刘某、龙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居住该房屋的权利，
但此房只能由唐某某及其续弦

（关键词：以房养老、打击“套路贷”
）

居住，其无权处置（出租、出售、出借等），唐某

四、陈某某赡养费纠纷案

三人无权自行处置该房产。
后俞某某与唐某某登记

（关键词：
“常回家看看”
、精神赡养）

结婚，共同居住案涉房屋。2016 年 1 月，唐某某
去世，64 岁的俞某某仍居住在内。同年 6 月，唐

五、刘某芽赡养纠纷案

某离婚，其以无房居住为由要求入住该房屋，遭俞

（关键词：子女赡养义务、检察院支持起诉）

某某拒绝。唐某三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俞某

六、郗某某、周某四人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

某立即返还唐某三人名下的案涉房屋。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服务合

二、裁判结果

同纠纷案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的合理注意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认为，
唐某三人

义务）

在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时作出的承诺系其真实意
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俞某某依据该

七、贾某诉李某某继承纠纷案

承诺享有继续在案涉房屋居住的权利，唐某三人应

（关键词：分配遗产中照顾老年人利益、优良

按承诺履行其义务。同时，俞某某不存在违反承诺

家风家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书中对案涉房屋出租、出售、出借的行为，故对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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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三人要求俞某某立即返还其名下案涉房屋的请

万份，金额约 80 万元。王某起诉请求判令该行赔

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唐某三人的诉讼请求。

偿本金约 23 万元、利息 16 万元并三倍赔偿 68 万
元。

三、典型意义

二、裁判结果

物权人将房产赠与他人，
受赠人承诺允许赠与
人及其再婚配偶继续居住使用房屋至去世。
在现行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资产管

法律规定下，
该承诺应视为赠与人作出赠与房产时

理合同》及《风险揭示书》等均系银行依循的规范

所附的赠与义务，或称之为附条件的赠与。在房产

性文件或自身制定的格式合同，
不足以作为双方就

已经转移登记至受赠人后，
受赠人无权单方撤销承

案涉金融产品相关情况充分沟通的凭证。
银行对王

诺。
本案纠纷发生时我国法律并未直接对居住权作

某作出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平衡型，但案涉金融

出规定，在此情况下，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

产品合同中显示的风险等级并非均为低风险，
该行

治。本案的裁判结果不仅符合情理，也与新颁布实

违反提示说明义务，
未证实购买该产品与王某情况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居住权规定的

及自身意愿达到充分适当匹配的程度；未能证明其

相关精神一致，即不动产过户后，原物权人继续使

已经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
风险偏好和风险承

用不动产，该种保留房屋居住使用权的赠与，可视

受能力进行了当面测试并向其如实告知、
详尽说明

为设立居住权的合同，
新产权人亦无权单方撤销该

金融产品内容和主要风险因素等，应当承担举证不

合同。
这一审判思路贯彻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

能的法律后果。同时，王某有投资理财经验，应当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要求，
有利

知晓签字确认行为效力；
本案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

于解决老年人赡养、
婚姻家庭生活中涉及的房产问

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
并非该行的代理行为导致，

题，保障老有所居，切实保护老年人的权益。

王某亦应对投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判决银行
赔偿王某 7 万元。

案例二：
王某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三、典型意义

有限公司北京某支行

第一，明确规则尺度，保护老年人金融消费安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全，首案效应突出。本案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关键词：老年人理财；金融机构提示说明义务

工作会议纪要》
发布后首批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案
件之一，指出银行应就投资者的年龄、投资经验、

一、基本案情

专业能力进行审查并考虑老年消费者情况等，
对老

2015 年，62 岁的王某在北京某银行处申购 HT

年投资者应给予特别提示，结合民商事法律、
《会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金额 100 万）和 HA 基金

议纪要》精神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金融机构提示

产品（金额 70 万）
，其签订的申请书载明：
“……

说明义务和金融消费者注意义务等判断标准。
对如

不是我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可能产生风险，
无法

何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合法、
安全的投资理财消费环

实现预期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由您自行承

境，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回应人民需求，弘扬社

担……”该行测评王某风险承受能力为平衡型，HT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时代发展。随着经济快速

为低风险，HA 为高风险，HA 风险级别高于王某的

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针对老年群众的金融

风险承受能力。王某签署电子风险揭示书，后收取

理财产品层出不穷。
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

分红收益 5 万元。
2017 年其申请赎回时份额约 100

贯彻到审判中，
妥善处理和回应金融产品消费与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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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结合中产生的新问题，贯彻民法典立法精神，

三、典型意义

保护老年消费者的契约自由，
为构建良好金融市场

近年来，“以房养老”理财骗局事件频发。许

秩序、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树立典范。第三，践行

多老年人为投资“以房养老”理财项目，将自有房

司法改革，创新审理模式，助力社会治理。本案适

产进行抵押，背负巨额债务，又在行为人的恶意串

用百姓评理团辅助审判，
更好地结合法官专业性和

通之下失去自有房产，导致房财两失。此类“套路

公众的价值理念。

贷”难以根除的原因之一，是行为人常常在法律空
案例三：

白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领域，
利用老年人性格特点以

高某诉刘某、龙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及寻求投、
融资渠道的迫切心理，
披上“迷惑外套”
变装成“以房养老”理财项目，进而非法占有老年

关键词：以房养老；打击“套路贷”

人房产。人民法院在对“套路贷”采取刑事手段打

一、基本案情

击的同时，
亦应注重通过民事审判依法维护老年人
的合法财产权益，保障人民群众老有所养、住有所

2016 年，高某经人介绍参加“以房养老”理财

居，切实享受到国家“以房养老”政策的红利。同

项目，与王某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王某出借 220

时，也提醒老年人，还需时刻保持理性和冷静，审

万元给高某。
高某将案涉房屋委托龙某全权办理出

慎选择投、融资渠道，以免落入“请君入瓮”的“套

售、抵押登记等，如高某不能依约归还，则龙某有

路”之中。

权出卖案涉房屋偿还借款本息，
双方对相关事项进
行了公证。
后龙某作为高某的委托代理人为案涉房

案例四：

屋办理抵押登记，并出卖给刘某。房屋转移登记至

陈某某赡养费纠纷案

刘某名下后，龙某自称系刘某亲属，委托房屋中介

关键词：“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

机构再次寻找买家，同时，刘某为房屋办理抵押登
记，登记的抵押权人为李某。王某、龙某、李某等

一、基本案情

人在本案交易期间存在大额、密集的资金往来。后

陈某某与妻子 1952 年结婚，婚后育有二子、

高某起诉请求判决龙某代理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合

三女，妻子及两个儿子均已去世。现陈某某同小女

同无效，并判令刘某将案涉房屋过户回高某名下。

儿生活。陈某某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希望女儿常

二、裁判结果

回家探望照顾自己，
因女儿不同意负担陈某某的医
药费及赡养费，
故诉请判令长女和次女每月探望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龙某、李

不少于一次，患病期间三女儿必须轮流看护；三女

某等人存在十分密切的经济利益联系，
相关五人系

儿共同给付陈某某医疗费、赡养费。

一个利益共同体，就案涉房屋买卖存在恶意串通。
龙某以规避实现抵押权法定程序的方式取得出卖

二、裁判结果

案涉房屋的委托代理权，
且滥用代理权与买受人刘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认为，
子女

某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损害了高某的合法

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利益，
应当认定龙某代理高某与刘某就案涉房屋订

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给付赡

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故判决确认案涉房屋买卖

养费的权利。子女不能因为父母有退休收入或者有

合同无效，
刘某协助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高某名

一定的经济来源就完全将父母置之不顾，
这不仅违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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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

绝支付赡养费及照顾刘某芽的生活起居。
因刘某芽

传统美德。子女对于不在一起生活的父母，应根据

年迈且患有心脏病，行动不便，新干县检察院指派

其实际生活需要、实际负担能力、当地一般生活水

检察员出庭支持起诉，认为刘某芽现年 80 岁，已

平，给付一定的赡养费用。本案陈某某年事已高且

无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仅靠其他子女接济，尚不足

身患疾病，三个女儿作为赡养人，应当履行对其经

以负担生活及医疗费用，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故判

刘某芽要求刘某如支付赡养费及丧葬费的诉请应

决长女和次女每月探望陈某某不少于一次，
并给付

得到支持。

陈某某赡养费，三女儿共同负担陈某某医疗费用。

二、裁判结果

三、典型意义

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人对子

民族的优良传统，子女应当履行赡养义务，不应附

女经济供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的老人

加任何条件。刘某芽年事已高，身患疾病，无生活

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涉及“精神赡养”的案

来源、无劳动能力，刘某如应依法对其承担赡养义

件数量也有所上升，
该类案件执行情况远比给付金

务。同时，赡养父母的义务不仅包含给予父母经济

钱的案件要难得多，
且强制执行远不及主动履行效

供养及生活照料，还应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也

果好，希望“常回家看看”是子女们发自内心的行

应当在父母百年之后及时妥善地办理丧葬事宜，刘

为，而不是强制执行的结果。
“精神赡养”和“物

某如拒绝支付丧葬费，不符合法律规定，亦违背伦

质赡养”
同样重要。
老人要求子女定期探望的诉求，

理道德。故判决刘某如每年支付刘某芽赡养费，并

是希望子女能够承欢膝下，符合法律规定，体现中

支付其母亲办理丧葬事宜的费用。

华民族传统的孝道，
应当得到支持。
“百善孝为先”，

三、典型意义

对老人的赡养绝不是一纸冷冰冰的判决就可以完

子女赡养父母不仅是德之根本，
也是法律明确

成的，希望所有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多关注老年

规定的义务。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之间虽有矛

人的精神需求。

盾，但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子女应当对老年人经

案例五：

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以及为经济

刘某芽赡养纠纷案

困难的父母承担医疗费用等，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

关键词：子女赡养义务；检察院支持起诉

口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关心关爱老年人，让老年人
感受到司法的温暖是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民事诉

一、基本案情

讼在一般情况下只能由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发

刘某芽与妻子共生育四子女，
均已成年并结婚。

生争议的主体提出，无需其他组织或个人干预。在

刘某如系其子，与刘某芽相邻而居。2010 年，刘某

特殊情况下，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不敢或不能独

如意外受伤，
认为父母在其受伤休养期间未对其进

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有关组织给予支持，

行照料，产生矛盾，此后矛盾日益加剧，刘某如长

运用社会力量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诉讼权利。支持起

期不支付父母的生活费，亦未照顾父母生活起居。

诉原则打破了民事主体之间的相对性，允许无利害

2019 年，母亲因病去世，刘某如拒绝操办丧葬事

关系的人民检察院介入到诉讼中，能够在弱势群体

宜，亦未支付相关费用，有关丧葬事宜由刘某芽与

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切实为其维护权益。

其他三子女共同操办。经村干部调解，刘某如仍拒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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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年人选择在养老院生活、
居住的情况亦有增加趋势，

郗某某、周某四人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

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成为整个社会必须关心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

思考的问题。养老院未尽到相应的注意和照管义务，

服务合同纠纷案

致使老人发生意外死亡，
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本案裁判对社会上的养老机构敲响了警钟，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机构的合理注意义务

养老机构应当尽到责任，
排除危害老人生命健康的

一、基本案情

安全隐患，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护理从业人员素质
和护理服务能力，充分保障老年人人身、财产安全。

郗某某系周某某妻子，
周某四人系郗某某与周

本案对于促进养老机构规范化、标准化运行，全面

某某子女。2017 年 1 月 17 日，近 80 岁的周某某

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保证老年人晚年生活幸福具

及其儿子与凌海市某老人之家签订养老服务合同，

有积极意义。

周某某当日入住。入住评估表记载：老人刚出院，
此前在家中走丢，因冻伤住院治疗合并有脑血栓，

案例七：

入院时手脚均存在冻伤，护理等级为半自理。2017

贾某诉李某某继承纠纷案

年 1 月 27 日，周某某自居住的房屋内走出，通过

关键词：分配遗产中照顾老年人利益；优良家风；

未上锁的防火通道门至餐厅，从南门走出楼房，后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走到养老院东侧道路。凌海市某老人之家于 2017
年 1 月 28 日报警，民警在凌海市大凌河桥下发现

一、基本案情

周某某已死亡。郗某某、周某四人为此诉请凌海市

李某某系被继承人曹某某母亲，年近七十。贾

某老人之家赔偿经济损失 199954 元。

某系曹某某妻子，双方于 2019 年 6 月 4 日登记结

二、裁判结果

婚。2019 年 8 月 7 日曹某某因所在单位组织的体
育活动中突发疾病去世。
曹某某父亲已于之前去世，

辽宁省凌海市人民法院认为，
养老院明知周某

曹某某无其他继承人。被继承人曹某某去世后，名

某有离家走丢的经历且安全防火通道门不允许上

下遗留房产若干、存款若干元及其生前单位赔偿金、

锁的情况下，仍未能增加安全防护措施，无提示、

抚恤金若干元。贾某诉请均分曹某某遗产。本案在

警示措施，虽安装有监控设施，值班人员也未能及

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引入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参

时发现并有效防止老人在夜间走丢。
养老院未能尽

与庭前准备工作，逐步缓解失独老人不愿应诉、拒

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应承担经济损失的 60%责任，

绝沟通的心态，同时也对原告进行心理介入，疏导

即 116972.4 元。凌海市养老院在保险公司投有养

其与被告的对立情绪；在庭审中做了细致的心理工

老服务机构责任保险，
该公司应在责任限额内赔偿

作，宣解中华传统优良家风，修复了双方因失去亲

损失。
故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

人造成的误解和疏远。本案虽然并未当庭达成和解，

公司一次性赔偿郗某某、周某四人 116972.4 元，

但在宣判之后，
双方当事人多次向合议庭表达满意，

凌海市某老人之家一次性返还郗某某、
周某四人养

并在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自行履行完毕。

老服务费用及押金合计 2000 元。

二、裁判结果

三、典型意义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被继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数量增多，且老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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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

张某某沟通退款事宜，张某某以公司未向其退款为

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结合对子女

由拒绝退还，20 位老人均诉至法院。旅行社辩称，

抚养的付出及贾某与被继承人结婚、
共同生活时间、

张某某并非其员工，
与于某某沟通签约并非经其授

家庭日常贡献等因素，酌定遗产分配比例为：贾某

权履行的职务行为，无权代理及收取旅游费用。

分配 20%，李某某分配 80%。工亡补助金部分不属

二、裁判结果

于遗产范围，
被继承人单位已考虑实际情况对李某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于某某

某予以充分照顾，故二人各分配 50%。

所代表的 20 位老年人向张某某支付旅游费用及多

三、典型意义

次修改合同后，均及时收到电子合同，合同均有旅

本案被继承人无遗嘱，
应以法定继承进行遗产

行社的签章，张某某承诺减免的旅游费用也与合同

分配。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

一致，
于某某等人有理由相信张某某系旅行社员工，

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被继

其签订旅游合同及交付旅游款项系善意且无过失。

承人母亲将其抚养长大，付出良多，痛失独子，亦

张某某的行为具有已被授予代理权的外观，致使于

失去了照顾其安度晚年的人，
理应在遗产分配时予

某某等人相信其有权而支付旅游费用，应发生与有

以照顾。
法院在审理此类涉及保护老年人权益案件

权代理同样的法律效力，
故判决旅行社向张某某返

及遗产继承纠纷案件时，
应注重对当事人进行心理

还上述费用。

疏导工作，充分释明法律规定，宣讲优良家风，修

三、典型意义

复双方的对立关系；利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

本案系老年人在无代理人情况下涉复杂法律

解家庭矛盾，弘扬中华孝文化，体现老有所养、尊

问题的团体性维权类案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随

老爱幼、维护亲情的和谐家风。

着社会的发展，
老龄团体追求愉悦生活的愿望强烈，

案例八：

退休后，老年人闲暇时间较多，约上好友外出旅游

于某某诉北京某旅行社及其分公司

成为常态，
而在旅游中遭受损失投诉无门时只能走

旅游合同纠纷案

法律途径，维权困难成为此类案件特点。此类案件

关键词：老年人旅游；团体性维权

及时、妥善处理，有利于切实保护老年人权益。此
案也能有效引导旅游机构依法订立合同，
规范签约

一、基本案情

行为，自觉遵守市场交易秩序。同时提醒老年人在

2019 年 12 月，20 位老年人与案外人张某某

签订旅游合同时，要注意审查相对人是否有相应的

协商组团前往福建旅游事宜，
张某某负责安排签订

代理权和签约资质，
并及时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

合同及对接，于某某作为老年人团体的代表，通过

权益，对老年人维权、规范旅游行业具有积极的引

微信转账向其交付旅游费用。
后收到旅行社发送的

导作用。

电子合同，因参团人员变动多次发生修改，旅行社

案例九：

数次向其发送的电子合同均带有合同专用章。
次年

周某诉龚某侵权责任纠纷案

1 月，旅行社再次发送电子合同后，原告代表 20 人
签字予以确认。合同对签约双方、旅游产品名称、

关键词：“强行啃老”
；保护老年人合法财产权益

旅游日期、旅游费用等进行约定，并附有游客身份

一、基本案情

信息和旅游行程单。后因疫情未能出行。于某某与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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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13 日，龚某华及其女儿龚某将龚

关键词：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监护

某华的母亲，92 岁的周某，带至农村信用社某营

一、基本案情

业厅，对其账户进行挂失，取出存款 24 万元并存
入龚某账户。周某系文盲，上述柜台业务办理均由

被申请人孙某某，自幼智力残疾，生活无法自

龚某操作，银行业务员需要周某拍照确认时，龚某

理，一直随其母生活。2008 年，孙某某母亲年迈卧

将坐在轮椅上的周某推到柜台摄像头前拍照，
再推

床，其所在单位主动将母子二人送至柳州市社会福

回等候席，
将材料让周某捺完印后再交给银行业务

利院，并办理自费入院手续。2011 年母亲因病过

员。龚某、业务员均未和周某进行交流。周某诉至

世后，孙某某在福利院的照看下生活至今。福利院

法院称，龚某华及龚某以帮助办理银行存款为由，

为了更好尽到监护职责，
分别向民政局和孙某某所

将其骗至银行并转走存款，周某得知后，要求龚某

在社区居委会反映情况，经多部门协商认为，在找

返还，遭到拒绝，故诉请龚某返还上述款项。

寻孙某某亲人无果的情况下，继续由福利院照顾较
好。2018 年 3 月，福利院委托广西脑科医院对孙

二、裁判结果

某某身体情况进行司法鉴定。5 月，福利院向法院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
周某在龚

申请依法宣告孙某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

某华将其存款取出并转移时对该项事实并不知情，

福利院作为其合法监护人。

龚某华在未取得周某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将周某的

二、裁判结果

存款转移到个人账户占有，
其行为侵害了周某的财
产所有权，应当返还存款。关于龚某认为案涉存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审理

系周某赠与给龚某华的抗辩，
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

认为，
被申请人孙某某经广西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

实，且根据周某的陈述，龚某华取得其存款的行为

法医精神病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另，法院主

并非出于其自愿给付，
故对龚某的抗辩，
不予采信。

动依职权调查查明，
被申请人孙某某在柳州市社会

该院判决龚某返还周某 24 万元。

福利院居住生活了 8 年，无配偶、无子女；其母亲
人事档案显示，孙某某的近亲属有父亲、哥哥，但

三、典型意义

无二人具体信息。孙某某长期置于无人监护的处境，

公民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柳州市社会福利院已实际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

和处分的权利。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行动能力等

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

原因，往往难以有效管理、处分自有财产，在此情

财产，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等。为更好地维

况下，子女更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

护孙某某的利益，指定柳州市社会福利院作为孙某

侵犯父母的财产权益。本案体现了反对子女“强行

某的合法监护人。若孙某某的父亲、哥哥出现，可

啃老”的价值导向，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

依法另行主张权利。

主义核心价值观。
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侵犯老年人

三、典型意义

权益的案件时，应当充分查明老年人的真实意愿，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保障其合法权益是

坚持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秉持保护老年人合法财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法定顺位监护人多年缺失，

产权益的原则进行判决，有效定纷止争。

无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从充分保护和落实无

案例十：
柳州市社会福利院申请作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案

民事行为能力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经法律程序
指定、
已形成长期基本生活依赖且担负实际监护责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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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社会福利机构作为监护人，
是依法保障老年人

权益的努力。

权益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社会效果。
本案审理贯彻了家事案件多元化处理原

摄影：肖旸丨编辑：杨书培

则，法院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通力协作，体现了相
关职能部门通过司法途径维护和保障老年人合法

再婚夫妻白手起家，拼下过亿家产，
却因一支烟闹掰！法官挑灯夜战断家事
2021-02-24 上海法治报

陈立

https://mp.weixin.qq.com/s/EhaTPtzTgI-J0x7UGKUGjg

白手起家的再婚夫妻俩婚后事业有成，
共同财

稻草”——某日，女方抽烟解闷，被男方撞见，厉

产过亿元。然而，婚后十余年间，两人尝试接受了

斥其“备孕还不爱惜身体”
，女方满腹委屈，指责

各种辅助治疗却仍然没有孩子。某日，女方抽烟解

丈夫不体恤自己为此饱受折腾……双方大吵一架

闷，被男方撞见，厉斥其“备孕还不爱惜身体”，

后分居冷战。

女方满腹委屈，
指责丈夫不体恤自己为此饱受折腾。

女方率先起诉离婚，因男方坚决不同意离婚，

这支烟就此成了双方离婚导火索。

且双方亦不存在诸如出轨、
家庭暴力等原则性矛盾，

岁末年关，夜晚十点，车水马龙的虹桥路已趋

法院遂判决驳回其离婚诉请。此后双方关系仍无改

寂静，
上海长宁法院三楼的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

善，时隔一年，来院起诉离婚的换成了男方王某。

合审判庭却仍是灯火通明。
伴随着清脆的键盘敲击

这一次，双方就离婚并无争议。主要争议焦点

声，一场已持续了八个多小时、案件诉讼标的额逾

在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亿的离婚案件庭审，终于走到了“最后时刻”……

系争财产多达数十项，涵盖房产、
存款、
股票、
基金、
公司股权等多个类型，合计金额高达数亿元，

多年未育生嫌隙，婚姻尽头，亿元家产角力互争

仅在沪涉案房产便有二十余套。
女方另称男方名下

丈夫王某与妻子张某是一对再婚夫妻，
“破镜

账户存在多笔资金异动，系隐匿转移财产，要求清

难圆”的过往令两人都分外珍惜这段姻缘。

查后一并分割，并对男方的隐匿行为予以制裁。

王某白手创业，张某不但倾力辅佐，还将自己

男方则大呼冤枉，声称自己因经商所需故与多

婚前个人所有房屋的出售款交给王某作经营企业

名案外人存在多笔大额资金往来，直斥女方“贪得

之用。经过多年打拼，公司成长为一家业内一流企

无厌”
。双方矛盾激烈、对立严重。

业。

四方奔波细调查，几经听讼，事实渐明纷难解

结婚时，均膝下无子的两人定了个“小目标”
——共同养育一个孩子。可惜天不遂人愿，婚后十

因标的额巨大，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上

余年间，
两人尝试接受了各种辅助治疗，
仍未成功。

海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以下

多年未育成为了始终压在两人心头的阴云，
更令双

简称未家庭）庭长顾薛磊、资深法官林乔宇组成合

方生了嫌隙……

议庭。

最终，一支烟成了压垮这场婚姻的“最后一根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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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套系争房产的市值有待评估，
公司股权价值亦

期经营家庭的努力化为乌有的气恼。据此，合议庭

需审计，
为查明原告名下多个账户近五年来的资金

商定了调解工作方案，做“最后一搏”。

往来情况，
还需赴多个银行网点调取十余个账户的

顾薛磊法官发挥自身富有亲和力、擅长开展心

交易流水明细、汇款底单等材料，更有部分资金往

理疏导的优势，与被告张某进行谈话，肯定张某对

来的性质认定因多个外地法院的在审或已结案件

家庭的贡献、引导张某“换位思考”
；熟稔案情的

而需调阅法律文书、笔录等材料。

林乔宇法官结合庭审情况，
提醒原告王某认识到张

为此，
林乔宇法官多次携书记员丁燕全市奔波

某曾长期参与企业经营、
对夫妻财产的积累贡献很

调查取证，
所调取证据堆积成山。
因证据数量庞大、

大的事实，建议他顾念最后的夫妻情分，并促其认

待证事项繁多，林法官还先后组织八次证据交换。

真考虑继续与女方缠斗对企业后续经营可能产生

耐心细致的庭前准备工作为庭审打下坚实基础，更

的更大不利影响。

赢得原、被告对法院和法官的信赖。

期间，原、被告情绪波动，态度反复，合议庭

经过讨论，
合议庭认为举行庭审的条件已成熟，

成员们耐心倾听、温言劝解，双方代理律师也被法

决定正式开庭审理。但因案情实在过于复杂、有待

官们的热情所感染，积极帮助调整原、被告各自的

补充举、质证的证据仍委实太多，当日的庭审从下

诉求和心理预期。

午 2 点进行至 5 点，仍余部分被告方证据尚未完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至当晚 7 时许，双方

成举证和质证……

达成初步调解方案，
但因涉及的财产种类和数量较

考虑到就案裁判“案结事不了”
，社会效果不

多、情况各异，调解协议的诸多细节还需反复磋商，

佳，合议庭再次分别为双方开展调解，但原、被告

协议主文亦需琢磨。

仍是“针尖对麦芒”
，各有火气、不肯让步。人民

至当晚 10 点，多达十七条的调解协议正式达

陪审员顾晨瑜感慨：对立如此激烈，争讼的利益如

成，一场标的过亿、争讼数载的纠纷终告落幕，
原、

此巨大，
双方
“和平分手”
的可能性似已微乎其微。

被告和代理律师们主动与合议庭全体成员一一握
手道谢，感激之请溢于言表。

最后关头不放手，晓法通情，亿元纠纷终了结

正所谓“情理法并举法官巧解心结，挑灯夜战

长期的家事审判工作经验告诉两位法官，
“山

亿元争讼终止纷”，也希望这样的结局能够让两人

重水复疑无路”时，往往已近“柳暗花明又一村”。

安心释怀，各自迎接更好的未来。

合议庭遂再次对案情进行梳理，
找出了调解突
破口——原告看似强硬，
实则对陪伴自己创下偌大

作者 | 陈立 翟梦丽

基业的被告心存一丝歉意、
更有一份忌惮；
被告“漫

编辑 | 王菁

天要价”的背后，既有经济诉求，还有着对自身长

重庆梁平发出首份男性人身保护令
2021-02-25 人民法院报 第 04 版 韩佳慧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2/25/content_201464.htm?div=-1

本报讯不仅是女性，
男性若受到家庭暴力也可

平区人民法院发出了首份男性人身保护令，通过法

申请人身保护令，维护个人权益。近日，重庆市梁
家事法苑

律手段，让申请人赵某免受妻子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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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赵某与被申请人高某是夫妻关系，
双方

申请复议。

在 2020 年 11 月期间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妻子

法院审查认为，证据显示赵某两次遭受刀伤，

高某用刀将丈夫赵某的头部砍伤。2021 年 2 月 2

均是在与高某发生纠纷时受到伤害，
高某未提供证

日，双方再次发生纠纷，高某又将赵某肩部砍伤。

据证实该伤害是其他人所为或是赵某自残所致。庭

面对妻子的屡次施暴，赵某不再忍耐，向梁平区法

审过程中，
高某也称自己拿着手中的“东西”
舞动，

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被申请人高某停止殴打、

导致了赵某受伤。结合庭审，法官能够认定赵某两

谩骂等行为。

次刀伤与高某有关，
故判定所发出的人身保护令符

收到赵某的申请后，
承办法官及时审核当事人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高

提交的申请书及证据材料并制作了民事裁定书，随

某申请复议的理由不成立。

后通过电话联系被申请人高某，但高某拒绝见面，

梁平区法院遂依法裁定驳回高某的复议申请。

并将电话关机，承办法官只能到高某住处寻找，但

此外，法官还对双方进行了情绪疏导和告诫，双方

仍未找到。次日，承办法官会同双桂派出所民警再

当庭保证不再发生争吵和打架事件，
理性进行离婚

次到被申请人家，将民事裁定书送达给高某，禁止

诉讼。

高某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告

（韩佳慧）

知其再实施家暴行为的严重后果。
高某对裁定不服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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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动态
意定监护“落地难”？人大代表建议增加社会监护职能，民政回应
原创：2021-02-14 上海法治报 陈颖婷
https://mp.weixin.qq.com/s/mXUMokrWwULTMWmRD6Stog

今年 1 月 1 日起，
《民法典》正式施行，其中

陈婕表示，
目前没有相关实施细则指导民政局、

意定监护的相关条款对于上海这座老龄化城市意

居（村）委会如何指定监护。加之社区的繁杂事务

义重大。
尽管法律赋予老年人自主确定自己监护人

需要将此类监护事务转接给专业社会监护组织减

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客观因素，找

轻社区压力，但没有相关实施细则指导民政局、居

到合适的监护人却并不容易。

（村）委会如何监督和转介。同时，意定监护人的

为此，市人大代表陈婕提出建议，鼓励建立社

权利过大，在监护服务的过程中，有存在侵占被监

会监护人组织，
服务有需求的老年人，
让
《民法典》

护人财产的可能性。

中的监护条款落到实处。

建议增加“社会监护”职能

意定监护遭遇“落地难”

为此，
陈婕建议鼓励现有的相关性组织在业务

陈婕代表指出，目前，上海已进入超老龄化阶

范围中增加“社会监护”职能，扩大业务范围。鼓

段，独居和空巢老人、失能失智老人不断增加，伴

励现有的社会组织、基金会或自然人（如律师、社

随失独家庭养老困局，
传统子女监护的家庭功能减

工）发起成立专业性的“社会监护人组织”，由专

弱；同时，由于城市文明化程度的提高，解决心智

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通力高效形成多家社会组织，

障碍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养老，
也成为解决民生的关

服务于全上海市有需求的老年人。民政部门应提供

注问题。

便捷通道方便该类社会组织登记，相关市区委办局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具有完全

及相关部门应主动担任该类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

单位。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
以书面形

陈婕认为，
社会组织的监护服务与被监护人财

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产监管必须分离，由第三方
（如公证机构、基金会、

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意定监

信托机构、政策性特殊信托公司等）进行监管。被

护制度使得老年人通过这项制度指定自己信任的

监护人死亡后的财产与“社会监护人组织”提供的

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养老，
照管自己未来能力减弱时

监护服务不挂勾，可定点向第三方慈善机构进行死

的生活、医疗、民事活动等事务。

后捐赠，生前意定监护协议、身后捐赠文书均须以

但是，陈婕发现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很多老人

公证方式作出。同时鼓励民政局、居（村）委会、

或心智障碍人士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找不到可以担

基金会、有资质的社会组织等机构承担监护监督职

任意定监护人的自然人，另一方面自然人存在“死

能，更好地监督“社会监护人组织”的监护服务，

亡、健康”风险，进而由社会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

形成“铁三角”的监护服务体系，
更好规避因财产、

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加。

人身等问题造成滥使监护权的现象。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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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市民政局表示，
意定协议生效的条件是老年人

建立监护管理监督机制

失去或者部分失去行为能力，即本人已经不具备对
监护人行为进行监督的能力。为防止意定监护人滥

市民政局在答复中坦言，
目前监护制度不够完

用监护权侵害老年人权益，
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管理

善，尚存在缺少具体实施细则、无法找到合适监护

监督机制，构建个人、社会、政府、司法等部门协

人、财产风险管控难、提供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难

同分工，合力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

以落地等问题，
市民政局目前正着力探索鼓励支持

本市将落实监护社会组织双重管理，
制定意定

专业的社会监护组织开展特殊人群意定监护的工

监护人从业能力基本要求，
加强意定监护人相关业

作。

务和职业道德培训。同时，研究建立监护监察人制

从本市探索实践看，
上海部分区也针对特殊老

度。通过合同示范文本等形式，引导监护当事人通

年群体进行了有益探索。

过约定方式，选择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作为监护监察

据悉，
市民政局将积极研究引导和促进社会组

人，对监护行为实施社会监督。市司法局表示，考

织承担老年意定监护人工作的相关事项。
市财政局

虑到提存业务是公证机构的业务受理范围，可引入

表示，将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本市社会组

公证机构参与监管。
被监护人可以预先设立财产监

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通知》
，会同市民政局

管协议或提存协议等文件，
约定将其财产进行提存，

从制度上明确要求逐步将由政府提供、
适合社会组

由公证机构根据约定的内容进行监管，保障被监护

织承担的事务性公共管理和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

人的合法权益。

接，
其中就包括探索通过专业社会组织承接特定人

记者 | 陈颖婷

群的意定监护职责。

编辑 | 刘家杭

家庭教育立法，
“家事”不仅是家事
原创：2021-02-28 半月谈 原碧霞
https://mp.weixin.qq.com/s/US_Iiy94CV2pajkyUNv5nQ

1 月 20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

半月谈记者：为何要在当下就家庭教育立法?

案)》正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

孙云晓：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社会安定，家庭

会议审议。
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

都是最重要的基础，对于孩子健康成长更是如此。

划和法治化管理轨道。家庭教育立法让“家事”不

让家庭教育回归本位，让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各

再仅仅是家事，
而是成为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大事。

司其职、形成合力，是家庭教育立法的重要目的。

家庭教育法如何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父母责任

目前我国家庭教育面临太多的问题，
有的父母

是否因立法而加重？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就

放弃教育孩子，有的父母教而不当，甚至有的父母

家庭教育立法相关问题，
半月谈记者专访了中国青

或监护人虐待孩子，
现实中的许多案例一再敲响家

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研究员。

庭教育警钟。而这些问题的由来不仅有家庭本身问

1

题，也有社会问题，解决问题单靠提高认识、提高

家庭教育法强调父母的

教育素养是不够的，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对孩子、对

主体责任和政府的主导责任

家庭进行支持，而家庭、政府应该各自承担什么责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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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也需要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

家庭的问题具有隐蔽性，
所以法律在落实层面
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困难。
中国正在逐步建立起具有

半月谈记者：您认为此次家庭教育立法的重

中国特色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
比如未成年人保护

点是什么?

法、反家庭暴力法等等，这些法律法规是相互支持、

孙云晓：草案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相互配套的关系。

监护人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这个规定显然是

与学校教育一样，家庭教育也可使用适当的惩

强调了父母的主体责任，同时，也明确了政府的主

戒，但是，适当惩戒的前提是尊重和保护孩子，与

导责任。

暴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非常需要从正面对家长

首先，
法律确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家庭教

进行引导、教育，在必要的时候对一些处在犯罪边

育负有主体责任，是第一责任人。如果父母放弃教

缘的家长进行训诫，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 需要

育责任，社会再多关怀、支持，都不能解决问题。

公检法部门依据相关法律进行介入。

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尽管社会各界给了很大支持，

半月谈记者：现在我国城市中的部分家长对

还是存在着非常严峻的问题，没有父母的参与，孩

孩子过度关注，
而有的家庭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家

子的成长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

庭对孩子疏于管教。对此您怎么看?

家庭教育涉及社会方方面面，
需要强有力的主
导力量。草案确定了政府的主导责任。这次立法明

孙云晓：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所有的影响都

确家庭教育要由政府部门来主导，
这也就说明未来

很难超过家庭的影响，过度关注和过度忽视都是失

会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经费、专门的队伍，对家

职行为。

庭教育提供支持和帮助，这是非常必要的保障。

教育孩子的核心目标是教孩子学会做人，
做一
个人格健全协调发展的人。
但过度关注、过度忽视，

半月谈记者：如何落实好政府的主导责任?

都是不正常的，比如说现在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鸡

孙云晓：家庭教育立法不是政府直接参与实

娃”现象，农村一些人对孩子不管不顾、放任自流

施家庭教育，更不是控制家庭，而是保障每个家庭

现象，这些都背离了成长规律和教育原则。

获得必要支持。
政府可以调动资源对家庭教育给予

3

指导服务，规范家长行为，规范相关机构的行为。

家庭教育本质是生活教育，

如对于城市而言，社区是否关心支持家庭教育，是

不能变得学校化、知识化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能不能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指
标。

半月谈记者：您认为家庭教育立法会否加重
2

父母责任?

家庭教育可以适当惩戒，

孙云晓：家庭教育立法并不会加重父母责任，

但前提是尊重和保护孩子

而是让父母恰当的履行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半月谈记者：家庭教育立法存在法好立、落实

我认为，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当下，

难问题。
比如，
是否就不能对孩子进行打骂教育了?

学校式的知识教育挤占了生活教育的空间，学校和
老师该做的家长都跑去做了，家长该做的没人去做。

孙云晓：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成长规律、教育规律都没有变，如果给孩子过多的

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
不得有任何形式的

学业压力，却忽视其生活能力的培养，孩子就可能

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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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发展，对孩子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信息时代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
孩子有能力影响长

同时也需要意识到，
家庭教育绝不只是大人教

辈，所以家长需要发现和学习孩子的优点，与孩子

育孩子，而是全家人相互影响，共同成长，尤其是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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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成为 21 世纪家庭教育的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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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典型案例
（一）解除婚姻关系案例
小夫妻为“回谁家过年”闹离婚！法院：你俩先静静……
2020-02-05 上海法治报

曹赟娴

https://mp.weixin.qq.com/s/f9mo9JmgW8N-mzEG4t2xhg

春节临近，阖家欢乐的团圆日子即将到来。可

争执，并且孩子还没满一周岁，需要一个稳定的家

对不少在外打拼的小夫妻来说，
此时却面临着一道

庭。

“世纪难题”
：今年回谁家过年？尤其是在“双独

法院：双方并无原则性矛盾应多些包容与体谅

家庭”
，此题可称之为年度“送命题”
，若是处理不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先生与妻子系

当，极有可能引发家庭大战，有人甚至为此吵着要

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两人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孩

离婚。

子出生后，双方虽为孩子的问题发生争执，但并无

上海浦东法院曾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
夫妻双
方因带孩子去谁家过年产生争执，
加之其他一些不

原则性矛盾。只要两人能珍惜以往建立的夫妻感情，

愉快，妻子一气之下将丈夫告上法庭，要求离婚。

改进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丈夫多给妻子一些关爱，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双方并无原则性矛盾，不予判

妻子亦多些体谅，夫妻关系应能得以改善。故法院

离。

认定，原告要求离婚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春节回谁家”成为离婚“导火索”

确实，过年回谁家本没有定规，想回家陪伴父

张先生与妻子系高中同学，
均从外地来到上海

母亦是人之常情，但因此事大动干戈甚至起诉离婚

打拼。
在一次聚会上，
两人重逢并擦出爱情的火花，

显然并非明智之举，既违背了孝道的本意，也消耗

不久后即确立了恋爱关系。
在两年多的自由恋爱后，

了夫妻间的感情。

两人登记结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双方父母为

本案主审法官提醒，
婚姻是夫妻双方以情感为

他们支付首付在上海购买了婚房。婚后 3 年多，夫

基础而建立的能够互相包容和体谅的关系共同体，

妻俩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无论是“过年回谁家”的“世纪难题”，还是日常

没想到，随着新生命的到来，平日里相处和谐

的琐碎纷争，都应善用理解与尊重作答。

的夫妻俩之间却出现了矛盾。先是在孩子出生后，

毕竟，过年回家的出发点在于陪伴与团圆，倘

两人因张先生亲朋探视孩子的问题发生了争执；之

若“回谁家”的争执变成了离婚的“导火索”
，那

后在春节期间，
双方再次为带孩子去谁家吃年夜饭

就与过年的本意背道而驰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

过年产生争吵；不久后，张先生试图带孩子回家探

将失去意义。无论如何，平平安安回家，团团圆圆

亲，双方又为此大吵一架。

过年，才是一年到头最重要的事情。
（文中人物均

至此，妻子认为，两人的感情已经完全破裂，

系化名）

遂起诉离婚。张先生却不同意离婚，他表示，自己

作者 | 曹赟娴 陈颖婷

与妻子之间感情很好，
仅是因为孩子的问题产生过

编辑 |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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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夫妻扶养案例
“民法典第一案”⑩丨夫妻相互扶养义务，不可逃
2021-02-01 福建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tneYifEjE7xkGatS46r6pQ

2021 年 1 月 1 日

无奈之下，
陈某父亲以陈某的法定代理人身份，

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

将陈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陈某某支付自 20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

年 2 月起至 2020 年 6 月治疗期间的扶养费共计
10200 元，
并从 2020 年 7 月起每月支付扶养费 600

适用民法典的案件

元。

已在我省各地法院陆续开庭
从各地的“民法典第一案”里

裁判结果

我们来看看

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应当互相关爱、互相帮

这部法典如何“典”亮

助，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

一起去看看吧~

权利。

父母子女之间

陈某现因精神病住院治疗，无收入来源，陈某

有扶养义务、赡养义务

某作为陈某的丈夫应当履行扶养义务，为陈某支付

大家都知道，

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及生活费。陈某请求陈某某支付

但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

扶养费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你知道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

近日，
仙游县人民法院对一起夫妻扶养纠纷案

九条规定判决：一、陈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件进行宣判 ，
这是仙游法院在民法典正式实施后，

日内支付给陈某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

依法适用民法典规范宣判的首例关于夫妻扶养的

的医疗费、生活费合计 9736.22 元；二、陈某某于

案件。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陈某自 2020 年 7
基本案情

月起至 2020 年 12 月间的医疗费、生活费合计 3600
元；三、陈某某自 2021 年 1 月起于每月的 25 日前

原告陈某与被告陈某某系夫妻关系，
因家庭问

支付给陈某当月医疗费、生活费 600 元。

题导致陈某精神失常。2019 年 2 月病情严重的陈
某被其父亲送至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陈某父亲支付

法官说法

首期医疗费用。因陈某父亲已逾 70 周岁，无力垫

夫妻扶养义务，
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

付陈某的后续医疗及生活费用。住院期间，陈某父

在物质上、生活上、精神上相互帮助、相互照顾、

亲多次要求陈某某履行夫妻扶养义务，
支付陈某的

相互扶养的法定义务，以夫妻人身关系的存在为前

住院治疗费用，但陈某某一直拒绝支付。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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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法条链接

也有俗话说“生既为同衾，死当携手归”
。夫妻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九条

不仅是一种谓称，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在配偶需

【夫妻相互扶养义务】：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要扶助时，应以共同体的观念主动伸出援手，这不

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

仅是在履行法定夫妻间的相互扶养义务，
也是维系

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婚姻家庭日常生活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

来源：仙游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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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妻债务案例
两任妻子作保，法院仍判男子独自偿还债务，原因是……
2021-02-20 上海法治报
https://mp.weixin.qq.com/s/EgAlfPjjqEsRSNXE5cQ63A

近期，奉贤一名男子因生意需要借钱，拉上了

被告郭某之间的借款关系合法有效，
郭某理应按约

前妻和现任妻子一起在借条上签名，
并因债务纠纷

偿还借款。现被告未能偿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民

被告上法庭。

事责任。

然而最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不

但法院同时认为，被告王某、张某作为财产共

能证明两名女性被告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仍判

有人的身份签名，原告不能证明两被告有共同借款

决这二人没有还款责任。

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还款的诉请，

刘某与郭某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因郭某急需资

不予支持。

金用于生意周转，遂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向原告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据此判决被告郭某于

借款 45 万元，承诺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归还，刘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刘某借款 44.1 万

某当日将款项转账给郭某。在借条和收条上，落款

元，并支付以 44.1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9 月

“借款人”
、
“收款人”处有“郭某”签名，
“财产

17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年利率 24%计算的违

共有人”处有“王某、张某”签名（两人分别是郭

约金。

某的现任和前任妻子）
。

法院表示，
应严格审查不同债权凭证上签名的

但是借款到期后，郭某仅归还欠款本金 9000

效力。在不同的债权凭证上，或者主债务凭证与保

元，其他款项未能按时归还，因此刘某于 2020 年

证合同分离的情况，应重点审查证据的关联性，尤

6 月 2 日向法院起诉，要求依法判令三被告共同偿

其是单独在保证合同上签名的，
应由原告就债务人、

还原告借款本金 44.1 万元，及以 44.1 万元为本

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保证责任的范围进行明确举

金，自 2019 年 9 月 17 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按年利

证。

率 24%计算的违约利息。

作者 | 夏天 朱跃星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原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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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恋爱财产纠纷案例
广州男子起诉前女友归还分手费，判了
2021-02-28 环球时报
https://mp.weixin.qq.com/s/wlozvSSS-LcF01jC4hJQyg

因两张各执一词的借条，
昔日恋人对簿公堂要

了借条。

账。朱先生和张小姐原为男女朋友，恋爱期间双方

张小姐则表示，当时双方确实在闹分手，男友

多次相互转账，两人分手后朱先生拿出一张 50000

称在恋爱期间向她多次转账，要求张小姐支付分手

元的借条要求张小姐还款，
然而针对借条的来历双

费。她表示，当时男友喝了酒，迫于无奈她才出具

方说法不一：
朱先生表示这是张小姐支付的分手费；

了 50000 元的借条，
但事实上男友并未曾借出该款

张小姐则坚称并未借钱且双方已签无经济纠纷协

项。

议。

但后来两人和好，到 2016 年 7 月双方确定分
手时，男友表示已经撕毁了该借条，因此张小姐要

为此，朱先生将张小姐告上法庭要求还钱，广

求男友出具了一份双方没有经济纠纷且同意搬离

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两人之间并不

她住所的声明，然而男友在 8 月搬离时趁其不在

存在案涉借条项下的借贷关系。
朱先生不服判决向

家将该声明拿走了。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近日法院驳回上诉，维

2016 年 9 月 23 日，朱先生也曾向张小姐出具

持原判。

了一张借条，载明从女友处借得 30000 元，其中

5 万借条来历双方说法不一

20000 元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归还。余款 2017 年
1 月 1 日还清。
张小姐当天向朱先生转账 30000 元。

在 2012 年至 2016 年 7 月恋爱关系存续期间，

关于该借条，张小姐表示男友以需要进行手术

朱先生和张小姐多次通过银行账户或支付宝、
微信

为由借款，
朱先生则表示该 30000 元是女友偿还的

相互转账。其中，朱先生转账数额大多为几千元，

借款，女友要求其出具借条才还款 30000 元，故其

共计 22 万余元；
张小姐转账数额也大多为几千元，

出具了该借条。

共计 28 万余元。
此外，双方还有相互替对方支出款项的行为，

法院：无证据证明借条款项交付

如朱先生失业期间，张小姐为其缴纳社保、刷卡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朱先生和张小姐之间的

26000 元购车；2016 年 4 月 30 日，朱先生代替张

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借

小姐向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购房税费 30816.11 元。

贷关系的成立需要具备借贷合意及款项实际交付

两人分手后对簿公堂的起因源于两张借条。

两个要件。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对

2016 年 4 月 28 日，张小姐向朱先生出具了一张借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

条，载明她从男友处借款 50000 元，因无法立即归

付凭证进行审查外，
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

还，限期一年还清。

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

对于该借条的签订过程，
朱先生表示当时双方

的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

争吵涉及到金钱问题，其让女友还钱，女友便出具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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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条，并未载明款项的交付时间、方式。朱先生

款，欠缺理据。

主张借条的款项是在借条形成之前支付的，
但借条

在双方分手之后，朱先生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

出具之前的所有转账并没有备注为借款，
也没有具

向张小姐出具了一张借条，载明从张小姐处借得

体的转账能够与该借款金额相对应，朱先生关于

30000 元，此后又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通过支付宝

50000 元借款构成的主张也仅属于单方陈述，并没

向张小姐转账了 5000 元。朱先生关于为取得还款

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而出具上述借条的主张，明显不合常理，而且也不

此外，张小姐出具借条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能合理解释其后又向张小姐转账的事实。
如果张小

28 日，当时双方尚处于恋爱期间。从双方的转账

姐向朱先生借款属实，在张小姐未偿还的情况下，

情况来看，
双方在恋爱期间均存在频繁的相互转账

朱先生反而向张小姐借款及还款，明显有违日常生

往来，
男女在恋爱期间互相转账或赠与财物的行为

活经验。

非常普遍，
双方转账的数额也并未明显超出日常生

因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活所需，更像是情侣间的相互经济支持，而且朱先

认定朱先生与张小姐之间并不存在案涉借条项下

生向张小姐转账的数额并未超出张小姐向朱先生

的借贷关系。

转账的数额，
因此朱先生主张其中几笔转账属于借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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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抚养案例
孩子被亲生父亲抢走！济南一女子拿到抚养权判决，却还接不回孩子
原创：2021-02-01 济南时报

wuli 阿冬酱

https://mp.weixin.qq.com/s/oDR6gvNPCUg_RzKsC7gxXA

郑志娥一夜无眠。2021 年 1 月 29 日凌晨 4 点

无解的谜题

12 分，她给新时报记者发来消息：我的孩子回来

隐匿在“家庭矛盾”中

遥遥无期了……

郑志娥清楚记得，2020 年 3 月 14 日，距离她

这一切要从两天前说起，27 日，郑志娥收到

与前夫的离婚诉讼案开庭仅有 4 天。4 岁的女儿被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法官回复：明天下午 2 点

前夫抢走。从那天起的每一天，她都是掰着手指头

在法院交接女儿。
这是她第二次向法院申请抚养权

过的。她想孩子，非常。

的强制执行。28 日，天色已黑，她走出法院办案
大厅，浑身被一股巨大的孤独感包围，这次，她又
没能如愿接回孩子。

女儿生日，郑志娥没法跟女儿一起过，仍然为她布置了场
地和蛋糕。

郑志娥的遭遇并非个例。
天津人王建娜的故事
更为人所熟知，她在小区里被“丈夫”刘敏宾（化
名，两人办了结婚仪式，但没有领证）锁住脖子后
撂倒，一个陌生女人顺势抢走了女儿。事后，王建
娜查看监控，对方带着十余人前来，显然蓄谋已久。
此后的 4 年里，她打了 8 场官司，但再也没见到女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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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这张巨大的人情网中而被人忽略。这群饱尝思念之

2020 年 12 月 31 日，王建娜拿到了孩子探视

苦的女人们，她们因爱奔波、因困联合。

权的判决书，但她对判决的执行情况仍旧不乐观，

失去女儿消息的郑志娥没有一蹶不振。2020

经过了 4 年的坚持，她又再次做好了“马拉松式维

年 3 月与 6 月，她在与前夫的离婚官司中先后胜

权”的打算。

诉，法院判定：离婚，女儿抚养权归郑志娥所有。
但这份判决书并没能让她如愿将女儿接回家。
她申请了强制执行，但依然无果。郑志娥做梦也没
想到是这个结果，但为了女儿，她只允许自己崩溃
一小会儿，拼命工作之余，她把剩下的时间都留给
跑法院和找女儿。
前夫抢走女儿没多久，郑志娥各种方式打听孩
子的下落，
终于知道孩子被藏在了他老家的邻居家
里。在去她前夫老家寻找孩子的过程中，有一次，
郑志娥刚进村，
就看到女儿的背影跑进了邻居叔叔

王建娜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家，前夫的婶子见状，一边向邻居“求助”，一边

在法律上，没有具体的条例来“解释”妈妈们

往前夫家走。好久没见的女儿看到妈妈时，第一反

正经历的困境：孩子被生父抢夺、藏匿致使的长期

应竟是有些纠结无措，紧接着才是抓狂的兴奋。郑

分离，相关部门往往以“家庭矛盾”为由，只能调

志娥打量着女儿，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小脸晒得黝

解；基于“不轻易改变孩子生活环境”为由的抚养

黑，头发也乱糟糟的，像一个星期没洗过，她忍不

权判决，她们大多在争夺孩子的官司中败诉；有的

住扎心地疼，好在这种疼痛感很快被巨大的喜悦抵

即便得到了抚养权或探视权，
执行也再度成为横亘

消了。

在她们与孩子之间的沟壑，
少有的强制执行的成功

在前夫家，郑志娥要求和女儿相处一会儿。女

案例显示，这场马拉松式的“夺子大战”往往要三

儿拉着她，
却咿咿呀呀连一个完整的词都表达不了，

四年时间。

过了好一会儿，才叫出“妈妈”
。女儿把所有的玩
具都拉出来，想要妈妈陪她玩，还有一条爱莎的裙
子，跟郑志娥之前给她买的一样。

郑志娥跟女儿在一起

王建娜与女儿

好久没见到，郑志娥以为女儿会说些什么，哪

这些谜题本就无解，更因隐匿于“家庭矛盾”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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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是埋怨，但什么都没有，即便是思念。郑志娥又

儿子的抚养权，但她虽然是拿到了判决书，但没能

想流泪了，4 岁的女儿在她面前像个“小大人”，

如愿以偿：前夫一家带着孩子消失了。

她不想孩子“懂事”这么早。几个月后，前夫喝醉

郑州妈妈乔贵玲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孩子。
在中

了给郑志娥打电话，说女儿做梦都在喊妈妈。

国裁判文书网上，前夫拒不执行而下发的裁定书有
6 份，时间分别是 2019 年的 2 月、3 月、4 月、7

重逢

月、9 月、12 月。2020 年 1 月，他因同样的原因

卡在强制执行阶段

被拘留半个月。此后，他从原来的公司离职，法院

郑志娥怀疑前夫有教唆女儿的行为，
否则此前

自此丢失了他的踪迹。

一天都没分开过的女儿，
怎么会在法院强制执行的

2020 年 8 月 29 日，乔贵玲去男方老家找孩子（图略）

时候说不想跟妈妈走。
她只是想给女儿提供好的教
育环境，想让女儿在父母离异后依然健康成长，甚

2020 年 9 月，乔贵玲得到消息，孩子有可能

至哪怕女儿回到身边了，她依然不想抹黑前夫，她

在广州姑姑家。她像做贼一样前往，生怕被对方知

想不明白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她想问问他，如果一

道，因为一旦被对方知道她找到了他们，他们就会

切从女儿的角度出发，你还会这么做吗？

立马搬家。就像这两年经常发生的那样，所有努力
通通白费。

在郑志娥心中，她始终觉得，孩子是人不是物
件，不是说强行要就能要来的，法官也告诉她，
“没

即便寻回孩子的路如此艰难，乔贵玲依旧没有

办法帮你直接抱孩子。
”但她没有精力再想太多，

选择“反抢夺”这条路，她跟郑志娥一样，担心会

继续寻求法院帮助是她唯一的办法。

伤害孩子。

像郑志娥一样，
乔贵玲与前夫的拉锯战也被卡

合理合法地维权

在执行阶段。哪怕知道前夫大概率不会回去，她现

“主战场”在网络

在还是每月去河南南阳两次。对她来说，哪怕是碰
跟前面两位妈妈相比，新乡妈妈王小滑甚至连

碰运气。她跟附近的邻居关系不错，他们知道事情

“反抢夺”的机会都没有。

原委后，大多站在了乔贵玲这边。

王小滑每天在朋友圈发一个数字，那是儿子离
开她的天数。截至新时报记者发稿前，已经数到了
第 319 天。与其他妈妈卡在执行阶段不同。2019 年
5 月，她起诉离婚，法院调解不成后，7 月立案。
她在法院一审判决后不服上诉，目前终审已立案，
尚未开庭。
在儿子 5 个月时，丈夫林越
（化名）
离家出走。
1 年后，也就是 2020 年 3 月，林越将儿子从她身
边带走。此前，儿子一直由王小滑抚养。这是王小
滑的第二段婚姻，在她的讲述里，他们是经人介绍
乔贵玲

的，职业都是教师，她觉得条件差不多就点头了。

2018 年 2 月 2 日，乔贵玲与丈夫及其家人发

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以前太重感情，以至于栽了

生激烈冲突，在没有希望带走孩子的情况下，乔贵

跟头。在上一段婚姻里，她有一个女儿，目前跟前

玲只身一人离开了。当年年底，她起诉离婚并获得

夫生活，她对前夫的评价是，人品好。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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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王小滑坦言曾经一度受不了。从找孩子这方
面，她不顾一切形象，但她又被自己这份职业“困
住”，她希望学生们接受的都是积极健康的正能量，
所以从不透露私事。她告诉新时报记者，2020 年
学校年终考核，她被评为优秀教师。
“家暴”
存在并沉默着
十月怀胎，孩子却被夺走、被藏匿，再也见不
到，这群妈妈的个人力量太过微弱，她们便联合起
来集体发声，沿用国外反暴力运动的标志“紫丝带”，
自称是“紫丝带妈妈”。作为“新紫丝带妈妈”的
负责人，南京妈妈朱莉也有同样的经历。离婚诉讼
获得了抚养权却见不到孩子，她通过法律手段争取，

王小滑跟孩子在一起

花了 4 年多的时间，终于把孩子成功带回身边。

自那次后，王小滑再也没有见过儿子。她告诉

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新时报记者，林越有次说漏嘴，孩子刚被带走的那

张荆做过一个统计，在随机抽取的 700 多份跟离

会儿，整夜整夜地哭喊着找妈妈。同年 4 月，她起

婚、抚养、探望有关的判决书里，孩子被抢夺、藏

诉离婚。12 月，当地法院判决双方离婚，但抚养

匿的类似情况占 12.68%，这一方绝大多数是女性，

权归了林越。判决理由是，轻易改变生活环境明显

实施方多为父亲一方。

对孩子成长不利，并且林越与前妻未生育子女，王

法律规定，不满两周岁的子女，由母亲直接抚

小滑与前夫有生育子女。

养为原则，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

她报过警，可他们的离婚诉讼没有结案，这属

方均要求子女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于“家庭内部矛盾”
，不属于治安纠纷。她去老家

可予优先考虑，其中一条就是：子女随其生活时间

找人，起诉离婚、争夺抚养权……都没能让她再次

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见到孩子。她觉得自己是老实本分的人，唯一一次

在这样的情况下，抢夺、藏匿孩子成为一些父母争

大闹是在 2020 年 7 月，她在学校门口拿着红牌子

夺抚养权的手段之一。

检举丈夫违反师德。她只是举着牌子默默站着，戴

与上述行为有直接联系的是家暴行为，根据张

着口罩，怕被认出来，怕碰见以前教过的学生，为

荆的统计，在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里，家暴发生

此，她特意选了学校放假时间去的。但行为还是被

的比例接近 40%。关于两者之间的关联，她的看法

认定为“违法”
，王小滑知道后就再没这样“闹”

是：“家暴本身就是婚姻里的一种控制形式，当一

过。

方通过法律解除婚姻形式，摆脱控制，对方还想进

现在，她的“战场”主要在网络平台，她在微

一步控制的话，唯一能抓住有形的东西就是孩子。

博、抖音不断发文，想要更多人关注到自己。她跟

所以抢或者藏孩子，让对方求而不得，打击报复，

王建娜认识，
王建娜教给了她一些赚取流量的方法：

也是控制的一种表现。”

加话题，@大 V。

然而在很多“紫丝带妈妈”的叙述里，
“家暴”

自己的儿子见不到，
每天的工作却要教别人的

是频繁出现的词汇，她们大多选择的是沉默，
“为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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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孩子”则是她们默不作声的理由。

匿事件中，有少数成功被判拒执罪的案例。根据媒

与家暴相比，
“紫丝带妈妈”群体中，拿到抚

体报道，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曾以抚养权拒不执

养权，还是无法争取到孩子的则更让妈妈们心痛。

行问题，对男方提起拒不执行判决罪的公诉，判决

朱莉告诉新时报记者，在现有的“紫丝带妈妈”群

男方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

体中，
像郑志娥、
乔贵玲，
她们都走到了执行阶段，

即便如此，
这些少有的案例也给“紫丝带妈妈”

开始了新的战斗。

们以很大的希望。郑志娥在心痛以后，依然选择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此前在接受媒体

放弃。1 月 29 日晚上，她再次给新时报记者发来

采访时表示：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不归还

信息：再苦再难，我也不会放弃孩子。她已经计划

抚养权或者不配合另一方探望时，
可以按照妨碍民

继续寻求法院的帮助，走拒执罪的渠道了。

事诉讼处理，处理办法通常是限制高消费、罚款或

（新时报记者薛冬 实习生张璐）

拘留（最多 15 天）
。
”这几个强制措施也是目前法

▌来源：济南时报·新时报 APP

院最常使用的手段。

▌编辑：邵猛 校对：赵栋培

我国《刑法》有一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理论上来说适用于她们所遇到的情况。在抢夺、藏

“喜当爹”后，女友抛下他和孩子，然而孩子却不是他的......
2021-02-08 人民法院报
https://mp.weixin.qq.com/s/HibiUlEfV6h6BlnS9g2kAQ

女友生完孩子就失联了，

陈某认为，其为抚养小陈花光了积蓄，但小陈

“喜当爹”的男子陈某，

并非其亲生子，而林某作为亲生母亲，有法定抚养

独自养了三年的孩子，

义务，
应当返还其因抚养所支出的生活费、
教育费、

突然发现不是自己的。

医疗费、鉴定费等，并赔偿精神损失，
故诉至法院。

陈某将前女友告上法庭，
要求前女友返还抚养费。
上户口，意外发现孩子非亲生
陈某与林林原是恋人关系，
两人同居期间林林
怀孕并于 2015 年 5 月生育非婚生儿子小陈，林林
出院一个月后以办理出生证为由独自离开并失去
联系，小陈便一直由陈某及其家人抚养。
2018 年 6 月 11 日， 因办理非婚生子上户口
的手续需提供亲子鉴定报告，
陈某与小陈做了亲子
鉴定，
鉴定意见为
“排除陈某是小陈的生物学父亲”
，
即两人间无血缘关系。后林林在 2019 年 11 月 10
日将小陈带回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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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抚养义务系父母法定
义务，因此，在无亲子关系的情形下，不存在亲子
关系的一方不负该法定义务。
如本案中，
陈某经亲子鉴定证实其与小陈之间
不存在亲子关系，对小陈不负法定抚养义务，其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小陈多年，
付出了大量的财力
和精力，因此其依据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小陈生
母林林返还所支出的抚养费，于法有据。

亲子鉴定报告显示孩子非陈某亲生

那么，
民法典中对亲子关系的确认是怎么规定
的呢？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规定了亲子关系

法院：女方应返还抚养费

的确认或者否认制度。该条款规定，对亲子关系有
法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非

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起诉请求确认

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不直接抚养

或否认亲子关系；成年子女可以起诉请求确认亲子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
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

关系。

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一般而言，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者出生

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陈某并非小陈的

的子女，可以依靠婚姻关系推定夫妻双方为婚生子

生父，不负有抚养的法定义务，其在不知情的情况

女的父母，而不是靠血缘关系。与婚生子女不同，

下误以为小陈为其亲生子并对其进行抚养，
造成自

非婚生子女是根据分娩的事实来确定生母，并因生

己现存财产减少，利益受损。林林作为小陈的亲生

母与生父之间缺乏合法的婚姻关系，
生父的身份往

母亲，应承担抚养义务。林林因陈某之前的抚养行

往有待确定，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亲子鉴定报告等来

为，免于支出其应负担的抚养费用，可视为其财产

证明血缘关系。

的消极增加，林林由此获益。陈某财产减损与林林

在此，也要提醒广大群众，法律对非婚生子女

获利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故陈某享有不当得利

和婚生子女一视同仁，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

请求权，
就其抚养而支出费用有权向林林主张不当

定了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作为

得利返还，因此陈某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因

子女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身份，如果因为生为非

双方之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同居期间，双方

婚生子女而受到歧视，这与人人平等的现代人权观

互不享有配偶权，
仅负有道德上的忠实义务而非法

念也不相符。

律上的忠实义务，
故对陈某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请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鼓励、

求，法院不予支持。

提倡未婚生育。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例反映出大多

最终法院判决，林林需向陈某返还 54 个月的

非婚生子女缺乏温暖和谐的成长环境，会面临亲子

抚养费 64800 元、医疗费 11363 元、亲子鉴定费

关系确认、抚养、探望等纠纷，部分非婚生子女在

3000 元。

户口登记中也可能面临相对繁琐的程序，
甚至影响
入学接受教育。

法官说法

来源：广州市白云区法院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第一千零六十八条

编辑：张瑾

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有教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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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瞒着生下孩子，男方有抚养义务吗？
2021-02-22 人民法院报
https://mp.weixin.qq.com/s/0-yOXr2VwQ3RxuqpAKGMVA

男女恋爱未婚同居

法官说理

后因感情不合分手

▎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同居期间女方怀孕

按照我国《民法典》第 1071 条规定：非婚生

分手后孩子出生

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

那么非婚生子女该怎么抚养呢？

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看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非婚生子女也可以和婚生子女一样上户口。根

以“典”之名化纠纷！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

案情简介

题的意见》规定：对于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

2014 年，杨某与韩某通过网上通讯工具相识

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

相恋，
后线下见面，
确认恋人关系，
开始同居生活。

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

仅仅同居一个月，二人便因感情不合分手。

随父随母落户自愿的政策，
申请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二人分开生活不久后的一天，
韩某突然接到杨

申请随父落户的非婚生育无户口人员，需一并提供

某电话，杨某告知自己怀孕了，韩某当即表示“养

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不起”并挂断电话。后杨某与他人结婚并瞒着韩某

▎不直接抚养的一方要不要出抚养费？

生下小孩聪聪（化名）
。
五年后，聪聪在母亲杨某的代理下，将毫不知

《民法典》第 1071 条同时规定：不直接抚养

情的韩某诉至湖北省老河口市人民法院，
认为自己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

从出生之日起，父亲并未尽到抚养义务，请求判令

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父母对子

韩某向其支付抚养费用，直至其年满 18 周岁。

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义
务是基于亲子关系产生，
不论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

案件审理过程中，
韩某一直否认其与聪聪存在

子女，父母都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亲子关系，后经双方申请、法院委托，襄阳某司法
鉴定中心就聪聪与韩某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了

▎男女双方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仅依据二人的声

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表明：韩某为聪聪的生物学父

明就能认定孩子的父亲吗？

亲，由此确定双方存在亲子关系。
真相大白后，办案法官趁热打铁，立即主持双

答案是不能，自然血亲的成立与否主要依赖于

方开展“家事”调解，经过一番情与法的交融，尽

双方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通常情况下，婚内生

管韩某对杨某仍然心存气愤，
但他对孩子冰冷的心

育的子女，推定具有亲子关系。婚外生育的，在正

终于融化了，愿意与聪聪达成调解协议。韩某自愿

常的孕育过程中，生母可以通过子女出生的事实加

向聪聪支付抚养费用，直至其年满 18 周岁，本案

以确认，生父则需要通过血缘关系来确定，一般需

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

要通过亲子关系鉴定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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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通过亲子鉴定来确定吗？

法官提醒

也不是 100%。假设男方认为孩子不是自己的，

法律对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一视同仁，
但并

不想抚养孩子，女方将男方告上法庭，要求男方支

不意味着法律鼓励、提倡未婚生育。司法实践中许

付抚养费，尽到抚养义务。如本案，女方向法院提

多案例反映出大多非婚生子女缺乏温暖和谐的成

交了其与男方同居的相关证据，并申请亲子鉴定，

长环境，非婚生子女会面临亲子关系确认、抚养、

在法院委托鉴定后，若男方拒不配合，此时，法院

探望等纠纷，部分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权的实现中也

可以推定男方是孩子的父亲。推定的依据是《最高

存在现实障碍。此外，非婚生子女在户口登记中可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

能面临相对繁琐的程序。因此，除非做好万全的准

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父或者母

备或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要选择未婚生育。

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并提供必要

来源：湖北高院

证据予以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

编辑：陈政

鉴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
的主张成立。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055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六）亲子关系案例
十几年素未谋面的“生父”突然现身：
这孩子跟我长得像，极可能是我儿子
2021-02-03 上海法治报

姜叶萌、张意格

https://mp.weixin.qq.com/s/1gEiGKUAVmW--HxJR2Rhqw

十几年素未谋面的“生父”
，突然找上门来，

事关孩子，承办法官想听听孩子的真实想法，

要求父子相认，行使探望权。面对突然闯入生活的

于是提出等浩浩中考结束后，与他当面谈谈，再进

陌生人，又正值中考，孩子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探

行下一步的审理。

望权能否得到支持？近期，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7 月，得知浩浩中考顺利结束，法官

（以下简称上海虹口法院）
公开审理一起特别的探

第一时间送去祝福，
并邀请浩浩到法院询问他的意

望权纠纷案。

见。于是在上海虹口法院的圆桌法庭里出现了这样
的一幕。

分手十几年后现身要求探望孩子

“法官阿姨，十六年来我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这

父子关系存疑

个人，他现在突然出现，三番四次冲到小区、学校

2004 年，李同经人介绍认识了陈兰，两人恋

里肆意谩骂，邻居、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了。我真的

爱后，原本计划结婚，不久李同被发现隐瞒婚史，

压力很大，马上高中了，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不

陈兰父母怀疑他的人品和结婚目的，
不同意两人的

想被打扰，希望等高考结束后，心理成熟些再来处

婚姻，陈兰便提出了分手。双方结清婚纱照和钻戒

理这件事。”浩浩低着头无力地说道。
“孩子，你放

的费用后，
约定两人就此了断，
再无瓜葛。
半年后，

心，法庭会慎重考虑你的意见。
”坐在对面的承办

陈兰未婚生育一子浩浩。

法官安慰着浩浩。

十几年过去，到了 2018 年底，李同突然找上

法院认为，
李同主张浩浩是其与陈兰的非婚生

陈兰家，提出要与浩浩父子相认，遭到拒绝后于

子，但陈兰予以否认。本案中，李同、陈兰虽然曾

2019 年 10 月诉至法院。

是恋人，也曾计划结婚，但目前证据并不足以认定

“法官，陈兰至今未婚，却生了一个儿子，这

李同是浩浩生物学父亲。李同提出亲子鉴定申请，

孩子跟我长得特别像，而且根据年龄推算，极有可

法庭已就案件情况问询过浩浩的意见，浩浩不愿意

能是我儿子，
但我找他相认了好几次，
他都不理睬，

亲子鉴定，也不想改变自身的生活现状，其母陈兰

我请求法院确认我们的父子关系，
并判决我对浩浩

亦不同意该申请。李同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系

行使探望权！
”李同激动地表示。

浩浩的生物学父亲，
且陈兰否认两人存在父子关系，

法庭上，
陈兰及其家人否认了李同与浩浩的亲

故李同进而要求探望浩浩的诉讼请求，亦因亲子关

子关系。陈兰的母亲表示：
“我们也不清楚孩子生

系的不能确认而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父是谁，况且浩浩马上要中考，现在千万不能打扰

况且，案件关涉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非仅

他平静的学习、生活环境”
。

是双方当事人利益诉求的体现。法院认为，浩浩即
将成年，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辨别和判断能力，其

正值中考

称等成年、高考结束后再处理该纠纷，符合其目前

法官决定等考试结束后与孩子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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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生活状态。血缘上的牵绊固然重要，但人与

或母亲一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联系、会面、

人之间亲情的培育才更温暖人心，
希望双方从有利

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是基于亲权的一种派

于孩子的角度多考量，本着孩子利益最大化原则，

生权利，其优先要保护的法益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未

尊重浩浩的意愿，
理性对待，
呵护浩浩的健康成长。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其次才是满足不直接抚养子女

综上，上海虹口法院判决驳回了李同的所有诉请。

的父或母一方的探视需求。
在两者相冲突的情况下，

（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以保证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

法官说法：

作者 | 胡蝶飞

探望权的行使应优先保护子女利益

姜叶萌 张意格 吴远麒
编辑 | 刘家杭

探望权指的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

抱养孩子的夫妻闹离婚，法院为何支持生母成为孩子监护人？
2021-02-10 江苏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s18Fg9pqv16Whfl0qQIZIg

基本案情

作为蒋小某的监护人，应予支持。据此，如东法院
判决张某为蒋小某的监护人。

蒋某与孙某 2011 年 2 月结婚，婚后一直没有

法官说法

生育。经人介绍，2015 年 10 月蒋某夫妇抱养了一
名男婴，
取名蒋小某，
该男婴的生母为张某。
蒋某、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父母是

孙某夫妇将蒋小某抱回后，以亲生儿子对待抚养，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但未办理收养登记。

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
监护权作为基于身

现蒋某与孙某因夫妻感情不和第二次诉至法

份关系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专属权利义务，
具有

院，且对蒋小某的抚养问题存在争议。在离婚案件

当然性、法定性和优先性。该条款在明确父母为子

审理过程中，
蒋小某的生母张某以蒋某夫妻关系不

女的法定监护人的同时，
突出了父母优先于其他具

和、对孩子抚养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为由，向法

有监护资格主体的首要和当然责任人的地位。
也就

院申请确认其为蒋小某的监护人。

是说，只要父母具有监护资格和监护能力，他们在

如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

所有具有监护资格的监护人中处在第一顺位。

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

本案中，蒋某与孙某夫妇虽然抱养了蒋小某，

张某作为蒋小某的亲生母亲，具有监护资格。在蒋

但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没有形成法律上拟制

小某出生后，张某将其送养给蒋某和孙某抚养，但

的父母子女关系，现双方因夫妻关系不和起诉至法

没有办理合法的收养登记，
现蒋某夫妇因感情不和

院，并且对于蒋小某的抚养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

提起离婚诉讼，
且双方就蒋小某的抚养问题无法达

将会影响蒋小某健康成长。
张某作为蒋小某首要和

成一致意见，
将会对蒋小某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

当然的监护人，
其要求确认为蒋小某监护人的主张

响。

应得到支持。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张某申请由其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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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损害赔偿案例
男子起诉离婚，妻子拿出一份“保婚”协议索赔 75 万元！法院这样判
2021-02-12 上海法治报
https://mp.weixin.qq.com/s/1rYIwOOKbWBVC0rUPlHBGQ

广州一对夫妻

才是导致双方离婚的过错方，但阿军未能举证。阿

因家庭矛盾起诉离婚不被准予

军还辩称该约定属于为离婚设置障碍，其目的是使

经冷静协商后

阿军不敢离婚、
不能离婚或使阿军必须付出沉重代

夫妻双方决定不再离婚

价才能离婚，应属于无效约定。

为明确协商成果签下“保婚”协议：

离婚赔偿争议尘埃落定
两级法院确认约定无效

只要女方无外遇等重大过错
男方要想离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就得赔偿 75 万并支付利息
上述协议有多少法律效力呢？
夫妻约定不再离婚
通过协议固化“承诺”
阿美和阿军（均为化名）于 1993 年 3 月登记
结婚。
后来双方的感情因家庭琐事摩擦而逐渐恶化，
阿军遂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最终，法院判决不

法官表示：

准予二人离婚。
阿军和阿美协商后决定不再提离婚，
两人为了
确保协商成果“落地”
，还签订了“保婚”协议，
约定若阿美不存在第三者或不准阿军回家入住等
重大过错，阿军提出离婚，则阿军要向阿美支付补
偿款 75 万元，且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按每月 0.5%支
付利息。
不到半年双方调解离婚
男方主张赔偿约定无效
谁知协议签订后不到半年，
阿军又到法院来起
诉离婚，阿美开庭时当即表示同意离婚。双方调解

法官称，本案中，阿美和阿军的约定违反了民

离婚后，阿美随即向法院起诉要求阿军按协议向其

法典关于婚姻自由的规定，缺乏合法性及合理性，

支付补偿款。

故应确认阿美与阿军间的协议无效。

对此，阿军辩称双方签订协议后，因阿美存在

综合自羊城晚报、金羊网、羊城派

第三者和不准阿军回家入住等重大过错，
所以阿美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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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它相关案例
夫妻要求医院返还冷冻胚胎，判了
2021-02-15 中国妇女报
https://mp.weixin.qq.com/s/QiegPBIBjIJ0AvJf3mEmiw

人体胚胎含有 DNA 遗传物质具有生命属性，不

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医院向两原告返还两枚冷冻

是民法上的一般物，在医疗服务合同目的落空后，

胚胎。
该案是广东首例适用民法典处理的冷冻胚胎

当事人主张医院返还冷冻保存的胚胎，
是否存在潜

返还案。

在的伦理和法律风险？法院将如何判决？

法官说法：

2 月 8 日，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通报

当事人享有保管、处置胚胎的民事权益

了一宗“冷冻胚胎”返还案，最终支持了原告诉讼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一级法

请求，医院向两原告返还两枚冷冻胚胎，该案是广

官欧阳福生表示，两枚冷冻胚胎是刘女士的卵子和

东首例适用民法典处理的冷冻胚胎返还案。

马先生的精子结合而产生的，含有两原告的 DNA 遗

无法实施胚胎移植手术

传信息。尽管人体胚胎的法律性质尚无定论，但不

要求医院返还冷冻胚胎

能否认两原告在生命伦理上与两枚胚胎具有最密

马先生与刘女士于 2013 年登记结婚。2016 年

切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人，享有保管、处置

4 月、
5 月，
刘女士在广州市某医院实施采卵手术，

胚胎的民事权益。

医院为马先生、刘女士成功配型两枚胚胎，并以冷

原告与医院订立医疗服务合同是为了完成胚

冻技术保存。
现刘女士龄逾 50 岁，
已无生育能力，

胎移植，实现生育目的。现原告刘女士无生育能力，

无法继续实施胚胎移植手术。2021 年 1 月 4 日，

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所以，用于胚胎移植的涉案

马先生、
刘女士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两枚胚胎应当交由其权利人，即两原告保管和处置。

马先生和刘女士称，
两人与医院订立的医疗服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

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而两枚冷冻胚胎对两人来

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
应当遵守法律、

说，具有精神和情感上的价值，故主张解除与医院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

之间的冷冻胚胎保存协议，
并要求医院返还两枚冷

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冻胚胎。

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要

对此医院称，
医院确实储藏保管了原告提供的

求原告在取得涉案胚胎后，
不得使用胚胎从事代孕

冷冻胚胎，
但由于胚胎返还之后可能产生法律和伦

等违背伦理道德，损害公共利益的医学活动。两原

理风险，故医院无权答应或者拒绝原告的要求，请

告明确表示知晓相关法律后果，
并承诺遵循法庭的

求法院根据法律和政策予以综合评判后作出判决。

告诫。

经审理，越秀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20 日对这

法官提醒：

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进行宣判，
判决支持原告马

冷冻胚胎绝不允许被物化和商业化利用

先生、刘女士的诉讼请求，确认解除两原告与医院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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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代孕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卫生部发

人体器官、遗体。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

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人类辅助生

因此，生命、身体和健康是自然人基础性的人格要

殖技术规范》
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

素，是一切人格权的载体，绝对不允许被物化和商

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行为违背公序良俗，

业化利用。

冲击了人类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生育秩序，
引发家
庭伦理以及法律秩序的混乱，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来源/南方都市报（nddaily 见习记者 何生廷 记者 赵青

另外，代孕产业的相关行为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

通讯员 王涵 梁艳华）

“非法行医罪” “故意伤害罪” “遗弃罪”等。

编辑/陈晓冰
审核/志飞

冷冻胚胎也不能用于买卖。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
条规定：
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
人体组织、

最高院：当事人是否可以针对裁判文书判决理由部分申请再审？
2021-02-22 法门囚徒
https://mp.weixin.qq.com/s/Y1MKi5KO9CFW-IKr_UmxYQ

裁判要旨

陈平等人在本案及另案中的利益并未现实地受到
损害。
判决主文是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

判决主文是人民法院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

出的结论，而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则是人民

出的结论，而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则是人民

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就判决理由所作的

法院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就判决理由所作的

阐述，其本身并不构成判项内容。原则上，当事人

阐述，其本身并不构成判项内容。原则上，当事人

不得针对裁判文书判决理由部分申请再审。原判决

不得针对裁判文书判决理由部分申请再审。

在判决理由部分作出
“陈洽群与黄爱贞在旧社会亦

案例索引

已形成夫妻关系，陈明为两人之子”的表述，并非
最终判项，仅系对事实的认定，并不必然导致原判

《陈平、陈震分家析产纠纷再审案》
【
（2020）

决的裁判理由影响另案判决结果，或出现判决结果

最高法民申 4231 号】

相互矛盾、
抵触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争议焦点

陈平等当事人有足够相反证据的，仍可在另案中推

当事人是否可以针对裁判文书判决理由部分

翻上述事实，以避免该节事实对己方带来的不利益。
原判决“本院认为”部分有关“对目前陈明要求分

申请再审？

得系争财产中的三十九分之十五财产权益的诉讼
裁判意见

请求，本院暂不予支持，维持一审判决”的表述，
并非支持陈明关于其有权分配系争财产的主张，此

最高院认为：

段叙述与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最终判项不存在相

（一）关于原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的相关认

互矛盾的情况。

定应否予以纠正的问题

陈洽群在遗嘱中对财产作出的处理，
未明确涉

本案中，
陈平等人未被判决承担实体权利义务，
家事法苑

及本案各当事人可径行继承的遗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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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先按陈洽群遗嘱内容执行，
本案当事人直接要求

（二）关于解除财产保全的问题

对相应款项予以分配，条件尚不成就的认定，正是

案涉财产保全裁定系由一审法院作出。关于解

对遗嘱法律效力的认可以及对陈洽群遗愿的尊重，

除诉讼保全的申请，不属于本案再审审查范围，陈

并非否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的效力。
在此前

平等人可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

提下，
原判决明确如协商无果或陈洽群遗嘱中所述

此外，
陈平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判决审判

的公司、基金会未能组织设立，当事人可以在原判

人员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

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另行提起诉讼，该表述系

其仅以原判决“本院认为”部分的表述有利于陈明

对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司法救济途径之释明，
并无不

一方为由申请再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当。

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十三项规定的再审情形，本院

如上所述，
陈平等人关于原判决裁判理由错误

不予支持。

认定陈明系陈洽群之子、
超出陈明的诉讼请求且与
判决结果相矛盾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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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继承
不尽义务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不能有“权”任性
北京东城法院：撤销一“生未养死未葬”女儿单独继承亡父房屋的裁定
2021-02-01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游煜聪 孙 莹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2/01/content_197878.htm?div=-1

导读

或许能给弟弟一些亲情的鼓励，以及醒来的希望。
她们知道，
离了婚的张某对曹某已经没有任何义务

“生不养死不葬”
通常用来形容不孝顺的子女，

了，并不奢望对方拿钱或者帮着照顾。但是，张某

这种现象历来为人们所唾弃，
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始终没露过面。她和曹某的孩子小曹，也鲜少踏足

价值观。子女作为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当然地

这个曾经的家。后来，四姐妹也就不打电话了。

享有法定继承权，
但未尽赡养义务的子女能否当然

就这样，14 年过去了。曹某于 2017 年 7 月的

地享有全面的继承财产权益呢？继承人以外的对

一天，无声无息地去世了。葬礼上，张某和女儿小

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如何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曹依然没有露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了这样一起申请

操办完弟弟的丧事，
曹家四姐妹整理遗产遗物，

撤销调解确认决定的案件，
一边是悉心照料植物人

一套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 86.45 平方米的商品房，

弟弟 14 年的四姐妹，一边是对父亲不尽赡养义务

是曹某唯一的遗产。这套房子，是曹某与张某婚后

的女儿，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四姐妹的诉请，裁定

购买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曹某与张某离婚时

撤销第一顺序继承人全面继承房产的司法确认裁

并未处理，房产证一直在曹某处。关于房子的处理

定书。本案的裁判，彰显了司法确认程序异议之诉

问题，曹家四姐妹直接联系了侄女小曹。此时小曹

的程序性价值，在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具有重大

22 岁，已经成年了。然而，小曹对此事仿佛并不

的社会意义，
对那些不尽义务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产

上心。在电话中，她要么说太忙，要么说不着急您

生警示作用，
较好地发挥了司法裁判对社会生活的

看着办，事情就这么暂时搁置下来。

指引、示范和规范作用。

四姐妹决定当一回原告

植物人弟弟去世后留下一套房

四姐妹将房产证保管好，想着侄女还在上学，

一场突发疾病，
让正值壮年的曹某成了植物人。

确实不急于一时。然而接着，她们两次作为被告接

那是 2003 年，此前不久，他刚刚与妻子张某经法

到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电话。第一次是

院调解离婚，8 岁的女儿小曹由张某带走抚养。眼

2018 年，侄女小曹起诉她们归还房本，但很快撤

看曹某陷入无人照料的境地，
他的四位姐姐主动承

诉了。第二次是 2019 年，小曹起诉她们腾房。看

担起了看护照顾弟弟的责任。
持续植物人状态的曹

起诉材料，
四姐妹才知道房子竟然已经登记在小曹

某，有着 180 多斤的体重，帮他翻身至少需要两个

名下了。

人，姐姐们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原来，在曹家四姐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小曹

一开始，曹家四姐妹也曾给张某打过电话，特

与张某已于 2018 年就房子的继承事宜达成调解协

别是年节的时候，
希望张某能带着孩子来看看曹某，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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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约定房子由小曹一人继承，并向法院申请司法

她们就一句，小曹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有第一

确认。2019 年 2 月 12 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顺序继承人时不适用第二顺序继承人。关于北京市

依法作出民事裁定书，
确认小曹与张某达成的调解

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她们认为，调解协

协议有效，涉案房屋由小曹继承。拿着生效法律文

议司法确认程序中的申请人只有小曹与张某，
曹家

书，小曹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顺利办理了房屋产

四姐妹属于继承人以外的范围，
不是继承案件的必

权变更手续。

要诉讼参与人，所以司法确认程序合法，涉案房屋

这一刻，曹家四姐妹又是气愤，又是寒心。14

应由小曹一人继承。

年照顾植物人弟弟的辛劳付出，14 年对侄女小曹

“不尽赡养义务，你有什么资格继承遗产？”

所表现出的冷漠和不孝的愤懑，
让她们咽不下这口

曹家二姐提出。

气。她们查阅了一些法律规定，知道小曹是第一顺

“我还在上学，
没有经济来源，自然没法赡养。”

序继承人，已经生效民事裁定确认了继承权益，而

小曹答。

且房子已经过户，想要扭转当前的局面希望渺茫。

“不拿钱也罢了，来看看自己的爸爸总可以

但她们决定做一回原告，
期望法律给她们一个公道。

吧？”曹家二姐再问。

商量好后，
她们一纸诉状将小曹诉至东城区法

“我平时要上课，假期要打工，实在没有时间。”

院，提出根据法律规定，她们是继承人以外的对被

小曹理直气壮答。

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小曹

法官则问了小曹一些很细致的问题。比如，你

与张某隐瞒了四姐妹长期扶养被继承人曹某的事

和张某住在哪里？你成年后在哪里读书？从学校

实，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达成诉前调解协

回家的路线是怎样的？查明小曹与张某居住在东

议并经司法确认的形式继承曹某名下的房屋，
侵害

城区，成年后在廊坊读大学。在与通州居住的患病

了她们的合法权益，
故申请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父亲相距较近的情况下，小曹极少“顺路”去探望

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

照顾父亲。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被继承人曹某因病长

一锤定音裁定被撤销

期卧床，需要他人照料。曹家四姐妹作为曹某的姐

法庭上，面对许久未见的侄女和张某，曹家四

姐，多年来对曹某进行扶助、供养，扶养较多，属

姐妹情绪有些激动。

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你要这房子可以，
至少应该跟我们打声招呼

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利害关系

吧？”

人。小曹与张某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可能会影响到曹

“你眼里压根就没有我们这些人，
就像没有你

家四姐妹的合法权益，故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裁

爸爸一样。人还在的时候，钱没给过一分不说，看

定撤销了此前作出的民事裁定书。

都不曾看一眼，人一走就跳出来要房子！
”

该撤销裁定目前已生效。
小曹依据原裁定书办

“你爸爸植物人躺在床上 14 年，我们照顾了

理的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亦随之撤销。
双方重新进行

14 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么急着要把我们

遗产继承。

赶出去，还想了这么‘高明’的招儿！
”

■裁判解析

“怪不得叫你不肯来，原来早都想好了，自己
就把事全办了。
”

本案两个审理难点的认定

四姐妹你一句我一句。反观小曹和张某，却显

第一，本案应当适用的程序。2015 年的民诉

得很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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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形成了提出异议的司法确认利害关系人保

不履行，一方是无法定义务而付出良多，形成了鲜

护制度，
并明确规定了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不

明的对比。
小曹通过隐瞒曹家四姐妹长期扶养被继

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
再审以及检察院抗诉或再审

承人的事实，与张某达成调解协议继而进行司法确

建议。本案中，曹家四姐妹针对已经生效的确认人

认程序，实现了一人继承遗产的目的，而曹家四姐

民调解协议效力的裁定提出异议，
应当适用民事特

妹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司法确

别程序监督案件。

认程序异议之诉，撤销可能影响其实际利益的民事

第二，本案审查的内容和范围。法律赋予了利

裁定书，进而重新启动遗产继承。

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权利，
但司法实践中就此类案

本案的审理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价值：

件的审查内容、审查程度大相径庭，有仅从管辖法

其一，彰显了“司法确认程序异议之诉”的程

院、申请人主体资格、司法确认是否程序合法等方

序性价值。

面进行形式审查的；也有除形式审查外，对于异议

司法确认程序在极大节约诉讼资源、
提高司法

申请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相关事实进行严格的实

效率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因程序简化而存在可能

体审理的。本案的问题关键在于，曹家四姐妹是否

引发损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况。无救济则无权利。为

与被继承人的遗产分配存在着利害关系，
能否成为

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本案在审理的过程中，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适用特

除了审查相关民事裁定书的管辖问题、
申请人主体

别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

资格、程序是否合法等程序性问题外，通过直接询

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

问当事人，
了解被继承人离世前十多年间被继承人、

提出异议，即特别程序的异议制度。通过赋予当事

继承人的生活状态，特别是了解到小曹成年后，从

人，特别是权益受损的利害关系人以解决问题的渠

经济上和精神上均未充分履行赡养义务。
小曹亦认

道，有助于维护司法确认程序自身的正当性。以本

可四位姑姑在被继承人生病后长期扶助、供养，承

案为例，曹家四姐妹通过提起“异议之诉”，不仅

担了较多的扶养责任。因此，法院认为，本案虽然

有助于人民法院全面审查原裁定，更使作为第二顺

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
但曹家四姐妹构成法律意义

序继承人的曹家四姐妹在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的

上的利害关系人，
相关民事裁定书可能会影响到曹

情况下有了进入司法程序的可能。本案是司法确认

家四姐妹的实际利益，
曹家四姐妹不应当在遗产继

程序异议之诉的典型案例，彰显了“司法确认程序

承处理中被排除在外。

异议之诉”的程序性价值。
其二，实践了继承法第十四条中“继承人以外

■专家点评

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的实体性价值。

发挥司法确认程序异议之诉维护公平正义的

一般来说，
申请人能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利害

价值

关系人是人民法院审理司法确认程序异议之诉的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

核心焦点。
本案中，小曹系曹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导师刘斌

曹家四姐妹系曹某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故在一般的

本案中，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小曹，对处于

法定继承案件中，曹家四姐妹不能直接参与继承。

植物人状态的被继承人不管不问，
不履行法定的赡

即便其符合我国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的“酌情分得

养义务，是典型的“生不养死不葬”
，而曹家四姐

遗产权”，但实践中该条的司法适用率很低。以北

妹作为被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在长达 14 年的

京为例，据不完全统计，
在 2019 年全市审理的 2399

时间里扶养、照料被继承人。一方是有法定义务而

件继承案件中，仅有 30 件案件的法律适用中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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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条，且仅有 7 件一审案件涉及到“继承人以外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空巢老人”现

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能否适当分得遗产。

象愈发严峻。就像本案中的极端情形，如果被申请

本案中，
由于司法确认程序的审查范围和深度远低

人未尽赡养义务却能当然地全面继承财产权益，不

于民事普通程序，为维护家庭伦理关系，确认曹家

仅让十多年来扶养弟弟的曹家四姐妹心寒, 也有

四姐妹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人”
，是对继

悖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基本观念。
故本案在肯定

承法中“利害关系人”实体性价值的实践。

曹家四姐妹多年来的扶养付出的同时，将极大震撼

其三，发挥了警示“不尽义务”的第一顺序继

并警示类似的不尽义务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不能有

承人的社会价值。

“权”任性，较好地发挥了司法裁判对社会生活的

子女作为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当然地享有

指引、示范和规范作用。

法定继承权，同时也负有法定的赡养老人的义务。

二中院适用《民法典》判决首例打印遗嘱有效案
2021-02-01 京法网事

杨一树 屠育

https://mp.weixin.qq.com/s/7s2sYs1OHvBMkr-n89kOtA

近日，
北京二中院对一起涉打印遗嘱继承纠纷

三十六条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于

案件作出终审判决，
该案是民法典正式实施后二中

是，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改判，遵照打印遗嘱的内

院适用《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新规定审判的首

容对遗产进行处理，
判决诉争房屋由韩先生一人继

例案件。

承。
由于从前的继承法颁布年代较早，录像、打印

争议焦点

等技术手段在当时尚未普及，继承法中明确规定有

打印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

效的遗嘱形式仅 5 种，分别为公证遗嘱、自书遗

韩先生作为家中的小儿子，
在父亲年老体病时

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并未就打印

一直在病榻前陪伴、
照顾父亲。
韩父生前立下遗嘱，

遗嘱作出单独的规定。案件中遇到打印遗嘱，只能

将其名下的房屋指定由韩先生一人继承。
但是由于

参照自书遗嘱或者代书遗嘱的规定进行认定，
但是

这份遗嘱的内容为电脑打印而成，
一审法院认为不

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重大分歧，
有不少案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遗嘱形

件中直接否定了打印遗嘱的效力。

式，认定遗嘱无效，遂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将被继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生活中用电脑输入

承人的遗产在韩父众多子女中进行分割。
韩先生分

取代纸笔书写，
打印遗嘱也被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法

得 24%的份额，韩先生不服，上诉至二中院。

庭上，成为争议的焦点，法律规定的空白造成裁判

二中院受理该案后发现，
该遗嘱根据被继承人

尺度不统一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此次《民法典》

的要求打印而成，
在被继承人签订遗嘱时有两名无

修订废止了《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新增了打印遗

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全文仅有一页，

嘱以及以录像形式设立的遗嘱，
充分体现了民法典

被继承人及两名见证人均签字捺印，
落款处注明日

对时代发展的回应。

期，并有录像予以佐证。合议庭认为，韩先生提交

订立打印遗嘱应该注意什么？

的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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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明确认可了打印遗嘱的形式，并对

2021 年以前订立打印遗嘱，

打印遗嘱的形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其中第一千一

可以适用《民法典》吗？

百三十六条规定：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

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明确规定：

名，注明年、月、日。
”

“《民法典》
施行前，
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

法官提示，订立打印遗嘱，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但是遗产已经在《民

第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打印

法典》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
”

遗嘱虽然不要求电脑制作和打印的行为必须由遗

也就是说，无论是何时订立的打印遗嘱，只要

嘱人本人完成，
两个以上见证人均应全程在场见证，

在遗产尚未处理完毕的案件中，均应当适用《民法

且该见证人不得是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

典》的新规定来审查打印遗嘱的效力。但是，如果

的人。

遗产已经处理完毕，不会因为《民法典》的实施发

第二，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在遗嘱的每一页签

生改变。如此，既彰显了民法典的制度价值，又不

名，并注明立遗嘱日期。由于打印遗嘱无法体现书

违背当事人基于原有法律所形成的合理预期。

写笔迹的一致性，容易被删除、篡改，因此特别要
求打印遗嘱应保证立遗嘱人与见证人在遗嘱每一

供稿|北京二中院

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
若仅在落款处签字或日期不

编辑|蒲宝英

完整又无其他证据补强，
则不宜认为该遗嘱符合法

汪希

定形式要件。

打印遗嘱中补写手书未经授权 录制视频中未出现见证人影像

深圳中院终审判决一继承纠纷案中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打印遗嘱无效
2021-02-19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本报记者 肖 波 本报通讯员 陈云峰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2/19/content_201225.htm?div=-1

日前，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涉及打印遗

子李某莉所写。
陈某飞还承认以上手书不是由李某

嘱的继承纠纷作出终审判决。

莉在立遗嘱现场写的，而是事后补写。陈某飞没有

被继承人刘某（女）是深圳市某村原住民（现

提交证据证实刘某委托李某莉代其签署遗嘱。
在见

已去世）
，生育儿子王某波和女儿王某红，王某红

证人签字栏处，
律师手写了签名，
但没有写年、月、

生育儿子陈某飞。
陈某飞主张外婆刘某生前订立了

日。陈某飞提交了该两位律师录制的刘某立遗嘱的

一份遗嘱，
载明刘某愿意将其名下的村集体股份及

视频，但视频中只显示刘某在遗嘱上按了指模，两

分红在其去世后由陈某飞继承。
该遗嘱主体为打印

位见证人均没有出现在视频中，
也没有见证人在刘

件，在立遗嘱人签字栏处，签有“刘某（代）
”的

某按指模前向刘某宣读遗嘱的过程。
立遗嘱的第二

手书，旁边有一个指模，下有手写的年、月、日。

天，两位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出具一份见证书，

陈某飞称该指模是刘某本人在立遗嘱现场按的，但

对前一天刘某按指模的行为和李某莉签字的行为

“刘某（代）
”和年、月、日等手书都是陈某飞妻

进行书面确认。刘某的儿子王某波起诉陈某飞，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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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确认遗嘱无效。

法典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是民法典施行前订立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涉案遗嘱虽然是陈某飞

的打印遗嘱，只要遗产尚未处理完毕，都应该按照

妻子代刘某签名，遗嘱形式上存在瑕疵，但该遗嘱

民法典的规定来审查判断遗嘱效力。

还有两位律师见证，且保留了刘某按指模的视频，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

可见遗嘱是刘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一审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

判决驳回王某波要求确认遗嘱无效的诉讼请求。

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

王某波不服，
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形式上必须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合上述要求

本案遗嘱是打印遗嘱，
应当溯及适用民法典关于打

的，会被认定无效。民法典之所以这样规定，是打

印遗嘱的法律规定。
立遗嘱人刘某没有在遗嘱上签

印遗嘱的性质所决定的。
与传统意义上的自书遗嘱

名。李某莉虽然代刘某签名，但根据遗嘱内容，李

和代书遗嘱不同，打印遗嘱并不强调立遗嘱人或代

某莉仅是遗嘱执行人，
其权限并不包括代刘某签署

书人必须在立遗嘱现场根据立遗嘱人的意愿当场

遗嘱。
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刘某在立遗嘱时通过书

订立遗嘱。所以，审查打印遗嘱是否有效的核心，

面或口头方式委托李某莉代其签名，
故李某莉的行

并不在于遗嘱如何形成，
而在于立遗嘱人对已打印

为构成无权代理。另外，两位见证人仅书写了自己

好的遗嘱内容是否完全理解并确认，
且见证人是否

的名字，没有注明年、月、日，录制的视频中也没

在场全程见证立遗嘱人确认遗嘱的过程。
在这两个

有出现两位见证人的肖像。
律师事务所是在立遗嘱

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
打印遗嘱才能被认定有效。

的第二天出具的见证书，并非现场形成，以上情形

基于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

均难以证实见证人在刘某立遗嘱的现场同步进行

上见证人必须在场见证，
立遗嘱人和见证人必须在

了见证活动。
视频虽然记录了刘某在遗嘱上按指模

遗嘱每一页都签名注明年、月、日。就是为了确保

的过程，
但并未记录见证人在刘某在按指模前向其

打印的遗嘱内容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且

宣读遗嘱内容，
难以证实刘某在按指模前对打印的

通过“时空同步”的见证活动，将立遗嘱人确认遗

遗嘱内容完全知悉并理解。综上，涉案遗嘱不符合

嘱的活动进行固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打印遗嘱的法

遗嘱是要式行为，即遗嘱除了要符合民事法律

定形式要件。二审判决据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确

行为一般的成立和生效实质要件外，
还必须符合法

认涉案遗嘱无效。

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两个条件均符合法律规定，遗
嘱才能被认定有效。民法典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

■法官说法■

遗嘱和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中，
立遗嘱人的意

立遗嘱人应选择有效法定形式订立遗嘱

思表示方式均是签名，而非按指模。所以立遗嘱人

我国继承法及司法解释均施行于 20 世纪 80

在遗嘱上不签名，只按指模，即使指模是立遗嘱人

年代，当时打印技术尚未普及，打印遗嘱也不是社

本人所按，
也会因不符合打印遗嘱的法定形式要求

会普遍的遗嘱形态，
故继承法并没有将打印遗嘱作

而被认定无效。

为法定的遗嘱形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打印遗

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很多立

嘱已十分普遍，
民法典与时俱进地回应了社会需求，

遗嘱人因为自身健康或文化程度等原因无法签署

将打印遗嘱作为法定的遗嘱形式专门予以规定，确

自己名字的情况。对此，民法典一共规定了 6 种法

认了打印遗嘱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定遗嘱形式。其中的录音录像遗嘱和危急情况下的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口头遗嘱，
就是为了保障无法签名的立遗嘱人能够

第十五条也规定了打印遗嘱的效力可溯及适用民

有效行使立遗嘱权利而设置的。
立遗嘱人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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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实际情况，
选择最能够表达自己意愿而且符合

履行受托事项，
这样才能保证立遗嘱人的意志在其

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订立遗嘱。

去世后得到法律保护，在各继承人之间减少纷争。

特别要说明的是，
律师作为具有专业法律知识

作为普通民众，同样要增强法治观念，在处分

的人士，
在接受委托时为立遗嘱人订立遗嘱提供法

自身民事权益时，应当充分了解民法典的相关法律

律服务时，应根据立遗嘱人的健康状态、文化程度

规定，并按照法律规定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达到

等实际情况，
为其选择最有效表达其遗嘱意愿的法

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定遗嘱形式，
并严格按照该类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

天津首例适用民法典判决录音录像遗嘱有效案
2021-02-27 天津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nmFkOlCoJ1npoCD5udzO0w

近日，
津南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涉

及录制人没有异议。

录音录像遗嘱继承纠纷案件，
该案系民法典正式实

综合具体情况，该录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施后，
津南法院适用民法典关于录像遗嘱新规定的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关于录音录像遗嘱形

首例案件。

式的条件，属于录音录像遗嘱。但诉争房产中有妻
子的份额，故依照法律规定，遗嘱中处分属于妻子

这起案件究竟是什么情况？

份额的部分无效。同时，因妻子未立遗嘱，所以，

让我们一起跟随法官的脚步

该部分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

到庭审现场一探究竟~

由于《继承法》颁布年代较早，录像、打印遗

据悉，
被继承人是夫妻二人，
共生育三名子女，

嘱等技术手段在当时尚未普及，
《继承法》中明确

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妻子已亡故，丈夫又因罹患

规定有效的遗嘱形式仅 5 种，分别为公证遗嘱、自

癌症于 2019 年过世。

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并未就

丈夫住院治病期间，在两兄弟等人的见证下，

录像遗嘱作出单独规定。

由案外人录像，
表示过世后将其名下的房产留给女

以往案件中遇到的录像遗嘱，只能参照录音遗

儿。但在丈夫去世后，小儿子因对此有意见，便未

嘱或者口头遗嘱的规定认定。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配合女儿办理该房产的过户手续。之后，小儿子因

展及普及应用，除了录音之外，录像以及其他电子

病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小儿子应当继承的遗产转

形式，也逐渐成为制作遗嘱的载体，录像遗嘱也越

由他的继承人即他的妻子和子女继承。

来越多地呈现在法庭上，成为争议的焦点。而且，

所以，
女儿将大儿子及小儿子的妻子和子女诉

用录像形式制作而成的音像资料，比起单纯的音频

至津南法院，要求他们按照父亲的遗嘱，由自己继

资料能够更加直观地表达所记录的内容。

承父亲名下的房产。同时，大儿子已经表示放弃继

继承法规定的录音遗嘱的适用范围较为有限，

承诉争房产。

不能满足科技发展与生活丰富化需求。2021 年 1

经审理，合议庭认为，虽然录像中未明确年、

月 1 日起实施的民法典继承编在保留录音遗嘱的

月、日及见证人姓名，但录像中记录有被继承人及

同时，
将继承法中的录音遗嘱修改为录音录像遗嘱，

在场人的肖像，且双方对录制的时间、在场人员以

包含了以录像方式所立的遗嘱，
从而增加了法定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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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民法典对时代发展的回应。

人的身份、确认遗嘱内容以及表明在场见证。在录
音遗嘱中，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用口述的方式记录

法安人心，德润天下。在家事审判中，遗产继

其姓名，表明遗嘱人与见证人的身份，并体现见证

承处理的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更关系到

人在场见证。在录像遗嘱中，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

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风尚。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

展示其肖像，在记录肖像的同时可以用口述或者其

让、和睦团结的精神消除误会，积极修复亲情，共

他方式表明其姓名，
这样可以通过视频画面得知遗

促良好家风。

嘱人与见证人的身份、遗嘱人立遗嘱与见证人在场

本案中，
虽然录像时法律对录像遗嘱没有明确

见证的过程。

规定，
并且录像在形式上相较于民法典有关规定略

第三，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

有瑕疵，但是视频确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

录年、月、日。由于录音录像遗嘱容易被伪造或者

本着尊重老人遗愿，是法与情的结合，津南法

篡改，
而遗嘱的设立时间是判断遗嘱的真实性与有

院结合案件情形对遗嘱有效性进行合理认定，
实现

效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录音录像遗嘱也应当体现

了情、理、法的有机融合，弘扬了团结友爱、孝老

遗嘱的设立时间。在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遗嘱时，

爱亲、诚实守信的中华传统美德，推动了社会主义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的过程中用口述

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或者其他方式表明遗嘱设立的时间。

普法小课堂：

2021 年以前订立录像遗嘱，
订立录像遗嘱时，

可以适用民法典吗？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明确认可了录像遗

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
“民

嘱的形式，并对录像遗嘱的形式进行了具体规定。

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
当时

其中，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
“以录音录像形式订

的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而民法典有规定的，可

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

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

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

像，以及年、月、日。
”

的除外。”

法官提示，订立录音录像遗嘱，应当注意以下

也就是说，
即使在民法典生效前以录像形式设

几点：

立的遗嘱，
只要不存在①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

第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

②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
③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

人须具备相应的见证能力，并且与遗嘱继承人、受

情况，均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如果遗产

遗赠人无利害关系。
符合要求的见证人要到场见证，

已经处理完毕，不会因为民法典的施行发生改变。

参加录音录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

如此，既彰显了民法典的制度价值，又不违背当事

第二，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

人基于原有法律所形成的合理预期。

录其姓名或者肖像。由于录音录像遗嘱不是书面
遗嘱，遗嘱人和见证人无法签名，因此，要用符合

来源：津南法院 | 制作：崔子涵

录音录像遗嘱形式特点的方式表明遗嘱人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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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产、股权、信托
（一）房产
最高法裁判 | 家庭成员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资格判断
2021-02-03 不动产法判例与理论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i66aucOZdIMfk40ifzLH7g

裁判 ·要点
●

不动产法判例与理论研究
●●●

裁判要点

市商州区商中路社区牛斜**。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商洛
●

市商州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

南街**。

1.实践中，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一般将产权证

法定代表人：李旭光，该区人民政府区长。

书中明确记载的权利人确定为被征收人，
并签订补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
：黄

偿协议。

召芹，女，1949 年 5 月 6 日出生，汉族，住陕西

2.而对于集体土地上房屋，
因农村村民一户只

省商洛市商州区商中路社区牛斜**，系姚亮之母。

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农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安置补偿

再审申请人姚亮因诉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政府

一般以一处宅基地作为确定一户的基础，
且通常确

（以下简称商州区政府）
、黄召芹行政协议一案，

定家庭成员中一人作为户主签订安置补偿协议。

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陕行终 1171 号

3.对于无产权登记的房屋，
行政主体在补偿安

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

置中实难以明晰房屋所有权人各自份额；同时，亦

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难以苛责行政主体就尚未分家析产的某户房产分

姚亮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

别与被征收人签订各自具体份额的安置补偿协议。

用法律错误，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

行机机关根据客观实际选择与某一家庭成员签订

1.案涉房屋建造在其父亲申请的宅基地上，再审申

的安置补偿协议时，
不能损害其他成员的安置补偿

请人作为家庭成员，是土地使用权的共有人。该房

权益。

屋第一层为家庭共同财产，
二至四层及院内平房系
裁判 ·文书
●

不动产法判例与理论研究
●●●

裁判文书

再审申请人及妻子共同出资建造。再审申请人与其
母亲黄召芹在征收前早已分户，
故其对自身财产有

●

独立处分权，黄召芹无权对再审申请人所有的房屋

●●●

进行处分，签订协议行为属于无权处分。2.因本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征收过程中，商州区政府未取得相应的审批，也未

行 政 裁 定 书

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故商州区政府与黄召芹签订

（2020）最高法行申 5519 号

协议的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3.协议
签订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
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
：姚亮，

4.政府签订协议系行政行为，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合

男，1981 年 8 月 17 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商洛

理性，但该行为明显不当，属于行政违法。再审请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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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撤销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 10

为户主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本案中，经原审法院审

行初 21 号行政判决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9）

理认定，案涉房屋所对应的宅基地系黄召芹和其丈

陕行终 1171 号行政判决；依法改判，确认商州区

夫姚世华于上世纪 80 年代申请，当时姚亮尚未成

政府与黄召芹签订的被诉协议无效，
或发回原审法

年；在签订协议时，姚亮与黄召芹就家庭内部财物

院重新审理。

并未分家析产，案涉房屋实际未予分割，由姚亮与

本院认为，
再审申请人姚亮不服商州区通信路

其母亲黄召芹共同居住，
该房屋属家庭成员共同财

北延项目征迁及环境保障办公室
（以下简称征迁办）

产。同时，被诉协议的安置补偿内容均以“该户”

作为甲方，与乙方黄召芹签订的第 28 号《商州区

作为安置补偿对象，
姚亮对于被诉协议中涉及的安

通江路东侧棚户区改造通信路北延项目房屋征收

置房和货币补偿等合同内容亦无异议，该协议实质

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协议书》
，姚亮主张黄召芹越

上未损害姚亮的合法权益，
商州区政府经审查确认

权处分了其房产，故请求确认该协议无效。经一审

黄召芹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及户主可代表该户签

法院向姚亮释明，
姚亮仍坚持确认被诉协议无效的

订协议并无不当。对于无产权登记的房屋，行政主

诉讼请求。
本案的核心争议是被诉协议是否存在无

体在补偿安置中实难以明晰房屋所有权人各自份

效情形。

额；同时，亦难以苛责行政主体就尚未分家析产的

关于签订被诉协议的行政主体职权依据问题。

某户房产分别与被征收人签订各自具体份额的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 修正版）第

置补偿协议。

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

关于被诉协议是否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问题。

程序批准后，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

组织实施。本案中，对于案涉集体土地征收事宜，

“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

商州区政府具有组织实施的法定职责。
《最高人民

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原告申请确认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最高

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

的解释》第九十九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

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

法’：
（一）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本案中，在组织实施征收补偿

（二）
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

过程中，
商州区政府成立的征迁办作为签订协议的

规范依据；
（三）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

主体签订了被诉协议，
原审法院认定由设立机关商

施；（四）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中华人

州区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
被诉协议签订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

行政主体不存在超越法定职权之情形。

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

关于签订被诉协议的被征收主体确定问题。实

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

践中，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一般将产权证书中明确

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

记载的权利人确定为被征收人，并签订补偿协议。

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

而本案所涉房屋为集体土地上房屋，
未进行产权登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前所述，行

记；同时，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

政主体具有相应法定职权，
被征收人姚亮和黄召芹

村集体土地上房屋安置补偿一般以一处宅基地作

对其所签协议内容均无异议，该协议亦未损害被征

为确定一户的基础，
且通常确定家庭成员中一人作

收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该协议签订后已进入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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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阶段，客观上可以实施，本案有效证据难以证

综上，姚亮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明被诉协议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

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依照《最

关于本案实质争议及权利救济途径问题。
被诉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协议系根据原有住房面积进行产权调换，
并予以补

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偿。
该协议虽由被征收户户主黄召芹与征迁办签订，

驳回姚亮的再审申请。

但协议系对该户整体进行的补偿安置，
并未否定姚
亮的合法财产权。
姚亮提起本案诉讼的实质是家庭
内部财产分配纠纷，姚亮可通过家庭内部协商、人
民调解或者民事诉讼分家析产等途径主张其财产

审判长

刘 平

审判员

李纬华

审判员

夏建勇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权利。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审法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均无不当。姚亮的再审申
请理由不能成立，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

法官助理

孙 阳

书记员

郭 楠

非公证继承登记的要件提交及材料查验
原创：2021-02-05 中国不动产官微 张振忠 于福臣
https://mp.weixin.qq.com/s/9VOuRft1g8-DEj1sWCSB4Q

不动产非公证继承登记具有涉及利害关系人

证明；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其他能够证明

多、调取所需材料难、办理花费时间长等特性，这

被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死亡的材料等。第三，所有继

就需要登记机构在办理该类业务时进行足够细致

承人或受遗赠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之间的亲属

和专业的审查工作，既方便群众又依法登记、规避

关系证明，包括户口簿、婚姻证明、收养证明、出

风险。

生医学证明，公安机关以及村委会、居委会、被继

■

承人或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
其他能够证明

明确要件提交清单

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等。第四，放弃继承的，应当

不动产继承登记一般有三种情形：
申请人在公

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所，在不动产登记工作人

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
凭公证书申请办理不动产登

员的见证下，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第五，继承

记的；
申请人提交法院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法律

人已死亡的，代位继承人或转继承人可参照上述材

文书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申请人到不动产登记

料提供。第六，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

机构现场申请办理非公证继承登记的。根据《不动

的材料
（一般是指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书

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
》等，申请人不提交经公

和土地使用证）
。第七，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有

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时，
需要提交相应的

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的，
提交其全部遗嘱或者遗

要件。

赠扶养协议。第八，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生前与配偶
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提交书面约定协议。

第一，所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户口
簿或其他身份证明。第二，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死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较为复杂、开具证明较

亡证明，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

多，工作人员在受理过程中必须做到一次性告知并

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

填写补正通知书，初审后根据实际情况限时补正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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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以进行非公证继承登记。

全面进行材料查验

■

做好现场查验工作。根据相关规定，查验时，

实践难点及工作建议
非公证继承登记工作的开展应严格履行审查

全部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共同到场，
并就以下

程序。在实践中，非公证继承登记业务一般涉及先

事项进行查验：第一，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属实；第

期预审、一次性补正再审、提请会商终审等阶段。

二，
当事人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的亲属关系是否属

在此过程中，有一些环节需要进一步理顺，在法律

实；第三，被继承人或遗赠人有无其他继承人；第

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尚未进一步明确的情形下，有

四，
被继承人或遗赠人和已经死亡的继承人或受遗

的需要与相关机构沟通协商共同解决。

赠人的死亡事实是否属实；第五，被继承人或遗赠

一是亲属关系证明。
继承人或者被继承人档案

人生前有无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第六，申请继

信息不能相互印证亲属关系的,提交亲属关系证明

承的遗产是否属于被继承人或遗赠人个人所有；第

是相对稳妥的解决方法。
但依据六部委联合下发的

七，根据申请材料需要核实的其他情况。

通知，
《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

在实践中，
不少地区会要求查验工作在不动产

清单（第一批）
》要求，公安机关、社区基层居委

登记中心进行并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完成，以

会等均不能出具此类证明。因此，亲属关系需要更

避免疏漏。

加细致的工作来确认。二是被继承人父母死亡证明。

询问和记录。
工作人员可就不动产继承人或受

被继承人父母已经死亡的，需要提供死亡证明。但

遗赠人是否齐全、是否愿意接受或放弃继承、对继

由于年代久远或者死亡人无墓地等原因，
实际工作

承协议或遗嘱内容及其真实性是否有异议、
所提交

中申请人所提交的死亡证明往往不能载明被继承

的资料真实性等进行询问并做好记录，
相关人全部

人父母姓名和具体死亡时间，影响证明的法律效力。

签字确认。

三是婚姻关系查询。基于婚姻关系取得的不动产，

在各地的登记实践中，
询问的内容一般涉及以

涉及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下方面：被询问人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工作单

产权证书中往往未能明确显示共有关系，
一旦涉及

位、住址、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与被继承人的关

继承登记，情形将更加复杂。统一登记以来，部门

系；被继承人生前的工作单位、死亡时间、婚姻状

间信息互通共享的渠道日渐畅通，通过政务云早日

况；被继承人生前是否有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

实现跨部门、跨地域数据信息互通共享，即时便捷

对其内容是否有异议；被继承人共婚生几个子女、

查询婚姻关系，
将大大提高非公证继承登记的效率。

子女名字，有无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

除此之外，
独生子女证明是否可以作为非公证继承

的继子女；被继承人有无死亡的子女，有无尽到主

要件，
各种证明应该由哪些单位开具才有法律效力

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
继承人以外是否有

等问题也一直存在。

依靠被继承人扶养且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

针对上述难点问题，必要时，登记机构可借鉴

源的人，
是否有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扶养义务的人，

公证机构的成熟措施，优先做到以下几点以提高要

有无需要为其保留遗产份额的胎儿；
被继承人的父

件和材料的审核效率，规避登记风险。

母是否健在，是否愿意接受或放弃继承；所提交的

第一，
登记工作人员应对继承人提供的全部申

全部材料是否真实。

请材料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现场查验。
无法现场查验

经询问和查验符合条件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可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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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材料单位发函和电话询问等方式确认信息真实

五，做好非公证继承材料归档工作。非公证继承办

性。第二，非公证继承登记业务需求量大的地区，

理过程中询问笔录、承诺书、证明信、录音、录像

建议设立专门业务科室，抽调业务能力强、具备相

等佐证材料，应及时进行归档，并由专人负责档案

关法律知识的人员进行办理。
必要时成立非公证继

管理，以便于质量查验及后续查询工作，降低业务

承登记查验小组，
每年对工作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培

风险。第六，符合非公证继承登记条件的，要对拟

训和考核。第三，由于非公证继承专业性强、程序

登记的不动产登记事项进行公示，公示期应不少于

复杂、风险大等特点，加上相关法律法规条款内容

15 个工作日。

不够完善和细致，
应尽快建立长效容错和赔偿机制。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第四，为提高便民利民服务水平，可在官网等渠道
公布非公证继承登记申请材料清单、
质量要求和办

编辑：高荣唱

理流程。
继承人申请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

供图：马康

定的，工作人员应一次性告知补正所需材料。必要

审定：李军晶

时可建立“一对一”服务模式，让群众少跑路。第

父女对簿公堂后收到了一份这样的判决
原创：2021-02-18 北京丰台法院

张习文

https://mp.weixin.qq.com/s/hIB4QdvXYhZ_-sPTO-z5zA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民事法官，
审理的案子经常

后小红一家三口去南方发展，房子由姑姑一家

是围绕着家常里短。家事案件看似“简单”
，但因

打理。

夹杂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感情，
若再涉及房产等

直至 2013 年，姑姑催着过户，小红父母考虑

较大利益时，处理起来真是“没那么简单”
。

夫妻俩就一个孩子，房子早晚是孩子的，于是将房

有时候心里有个声音

子直接过户至小红名下，
小红因此成为房屋的所有

“想想审限！判出去吧，不要犹豫。
”

权人。

可真要动笔时却还是想找一找“两全法”
，尽

2014 年，小红父亲回京，直接住进了涉案房

量化解双方的矛盾，就算是判，也尽量做到判决有

屋，并将自己名下的另一套小房子出租用于生活开

温度、有“人情味”
。

销。小红与母亲仍在南方打拼，但小红每月仍给父

梳理过去一年审结的案件，
有一份判决书让我

亲转钱用于生活开销等。

倍感欣慰，它虽然不像调解书，让当事人当场“握

2017 年，小红和母亲归京，可却开始了租房

手言和”
，但判决双方当事人却因此“重拾天伦”。

生涯，明明有房，母女俩为何租房呢？

“又是房子惹的祸”
，开完这个庭心里不免感

原来，小红一家关系并不融洽。因多年积累的

叹。因为一套房，父女对簿公堂。

家庭矛盾，小红和母亲并不愿意与父亲共同居住，

2000 年左右，小红姑姑的老房子遇上拆迁，

且就房屋居住使用问题三人未协商一致。

当时姑姑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安置房，
小红父母用多

2020 年初，小红一纸诉将父亲告至法院。接

年攒下的积蓄以姑姑名义购买了这套房屋，
时年小

手案件后，最初想的是女儿起诉父亲腾房，这其中

红 12 岁。

会不会另有隐情？如何兼顾维系亲情和保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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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成为摆在我眼前的难题。

但诚恳劝诫双方正确、理性对待。身为父母，应

起初，比起一纸判决书，我首先想通过我们右

理解子女的不易；作为子女，当思父母养育之恩。

安门法庭正在探索的“家事纠纷网格化调解机制”

判决虽已作出，但亲情诚可贵，诉讼过后，诚愿

来化解他们的家庭矛盾。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我试

双方弥合裂痕，
再续天伦，
妥善解决家庭矛盾。
”

着做调解工作，但未成功。

2020 年 9 月 4 日，当事人收到了这份判决书。

“小卢，咱们明天再去当地了解下情况！”次

当日，我接到了小红律师的电话：

日，
通过前往当地社区居委会，
又走访了街坊四邻，

“法官，我们收到了判决书，当事人及我本人

我和助理终于对房屋的来源及居住情况、
小红一家

都对这份判决很满意，不光是我们赢了官司，而是

人的关系情况了解的七七八八。

您做了这么多调解工作，
还从法理情的角度对案件

安排第二次庭审时，我让小红母亲参与庭审，

进行剖析，我们心服口服。小红表示仍然会从经济

再次细化了解矛盾症结，结合之前的走访，我再次

上帮助她父亲。谢谢您。
”

尝试做双方调解工作，但仍未取得良好结果。囿于

第三天，我又接到了小红父亲的电话：

案件调解僵局，我撰写了这份判决书。

“法官，这个判决我琢磨了两天了，虽然我输

这份从法理依据、共居条件、住房保障三个角

了官司，但我认可这份判决，我也会反思自己的问

度撰写的判决书不仅承载着当事人的期待，
也满含

题，挽回家庭，谢谢您。”

一名法官的专业与希冀。

那时刻，我明白原来判决书也有温度，其实我

判决最后我附上了一段寄语：

更感谢我的当事人让我再次重温成为一名
“人民法

“最后，本院亦建言双方，
‘家和人兴百福

官”的初心和使命。

至，儿孙绕膝花满堂’
。常言，家和万事兴，父

供稿 | 右安门法庭 张习文

女对簿公堂本院甚感遗憾。家庭矛盾在所难免，

编辑 | 王淑贞

因父亲以抵押合同形式限制自己名下房屋处分权

南通一男子诉请解除合同未获支持
原创：2021-02-19 人民法院报 第 03 版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2/19/content_201233.htm?div=-1

本报讯父亲的老房拆迁后安置了三套房屋，其

其中两套房屋分别交给小李和继子进行产权登记，

中一套登记在儿子名下，
儿子又以借款名义将该房

剩余的一套房屋出售，所得款项用于两套房屋的认

屋抵押给父亲。事后儿子反悔，将父亲诉至法院要

购结算和装修。

求解除抵押合同。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

考虑到小李从小性格顽劣，经常惹是生非，还

法院审理了这起发生在父子间的官司，
一审判决驳

曾因小偷小摸被行政机关处理过。老李认为，若是

回了儿子的全部诉讼请求。

把房子完全交给小李，将来自己可能会老无所依。

2014 年，老李名下的农村房屋拆迁，安置了

经过协商，他与小李做了一个“交易”，即房屋登

三套房屋。
除了儿子小李之外，
老李还有一个继子，

记在小李名下，
同时小李要以借款的名义将该房屋

为平衡双方利益、避免将来发生纠纷，老李决定将

抵押给自己。确定好方案，父子二人一起到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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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签订了抵押合同，约定小李向老李借款

一种约定，
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双方的行为是损害到

1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0 年，小李以其名下的房

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权益。

屋抵押给老李作为担保。

综上，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以借款未

办好抵押登记，
老李与老伴搬到装修好的新房，

履行要求解除借款抵押合同并涂销抵押登记违背

准备颐养天年。谁知没过多久，小李偷偷将家中保

了双方的真实意思，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其

险柜撬开，拿出房屋产权证办理抵押贷款但遭拒，

无视房屋的具体来源、安置权益的性质以及老李设

原因是这套房已经办过抵押。
小李只得要求老李解

置抵押权的初衷，也有违和谐、诚信、友善等社会

除抵押，但老李不同意。于是，小李一纸诉状将父

主义核心价值观，故一审判决驳回了小李的全部诉

亲告到了法院。

讼请求。

庭审中，小李表示，自己也是老房子的拆迁安

小李上诉后因未及时缴纳上诉费用，
二审法院

置人口，本身就对安置房屋享有权益。父亲没有与

裁定按小李自动撤回上诉处理。该判决已生效。

其协商，而是欺骗其在抵押合同上签了字，实际双

（金 琦

方根本没有借款的意愿，
父亲也从未出借过 100 万

古 林）

■法官提醒■

元。小李也直言不讳，称自己用房屋抵押贷款是为
了偿还外债。老李承认确实没有出借 100 万元，但

该案有别于一般的抵押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

辩称为了防止小李擅自处置房屋，
双方协商一致后

关系特殊、家庭背景特殊，老李的做法也可谓用心

才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的。

良苦。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类似家庭房产既

崇川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法律关系并非

要实现对现有权益不受侵犯，又要保障未来利益的

普通意义上的合同关系，
不能仅以借款及抵押担保

有效转移，针对这样的家庭内部权益处理，法律法

的法律关系进行评价，
而应当结合双方的亲缘关系、

规尚没有作出相应的规范。
该案一审承办法官陆燕

房屋的来源与性质、
合同签订的背景等因素综合审

红介绍说，
本案从小李的个人成长和现实表现来看，

查。首先，房屋登记在家庭成员一人名下并不必然

一旦缺乏相关制约，
小李抵押甚至转让案涉房产的

就是登记人单独所有，
很多情况下该家庭其他成员

可能性极大，老李夫妇可能面临居无定所、老无所

也是房屋的共有人，
老李也明确表示房屋并非就是

养的困境。事实上，也正是小李意图抵押案涉房产

赠予小李。其次，小李与老李签订借款抵押合同并

才造成了本案纠纷。
本案在处理中积极适用和弘扬

申请抵押登记足以表明其已与老李达成合意，
并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
既尊

楚知晓该行为将产生的法律后果。第三，老李父子

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了老李的合法权益，

之间以借款形式设立抵押，
仅仅是对拆迁安置这种

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事活动、民

特定权益的一种处分行为，
该处分仅是家庭内部的

事权利行使等民事行为的规范和引领作用。

被儿子诉至法院，九旬老母亲弥留之际收到了这份公正的判决
原创：2021-02-23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周阳
https://mp.weixin.qq.com/s/eYf4lQ9Iju8aGnpu9Ozpeg

小编今天分享的是一起物权确认纠纷案，
房屋

多年后，儿子突然反悔了，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房子

原先登记在儿子名下，后转移登记至母亲名下。十

归其所有。
儿子为何称转移登记无效？他主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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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效情形是否合法合理？案件审理中一波三折，

法官张卓慧认真审阅案卷，梳理案情。鉴于钱某年

看似简单的案情下，却“暗藏玄机”
。在九旬母亲

事已高，王某在案涉房屋照顾其生活，而二审庭审

弥留之际，法官用公正的判决弥补了母亲的遗憾。

均为双方代理人参加，故法官赴涉案房屋对双方情
况进行调查，但只见到了母亲钱某，儿子王某已和

因房子引发官司，儿子将母亲告上法庭

其代理人在知晓法院前往调查时提前离开。

王某与其 92 岁高龄的母亲钱某因一处房屋的

在故意提前出走，回避调查，之后经传唤也不

所有权归属产生纠纷，
该房屋原先登记在王某名下，

到庭的情况下，为查明案情，法官向王某代理人进

后双方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
，房屋变更登记到

行了法律释明。经再次传唤后，王某和其代理人终

钱某名下。王某认为其不清楚房屋买卖情况，遂将

于来到法院。面对法官的当面询问，王某称其从未

母亲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房屋的所有权归

用左手写过字，也没有在申请书、契约上签过字，

其所有，钱某配合过户房屋所有权。

自己曾有精神疾病，记不清是否到过房产局。

一审中，王某申请对《房地产买卖契约》上的

为了查清《申请书》上的签字情况，二审法院

笔迹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

依法委托了鉴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

签名字迹“王某”不是王某所写。一审法院据此认

《申请书》转让方落款处“王某”签名字迹与样本

为，
《房地产买卖契约》
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王某字迹是同一人所写。鉴定结论作出后，王某经

应为无效，故判决：房屋归王某所有，钱某协助王

法院传唤拒不到庭质证，
法院再次向其送达开庭传

某办理恢复登记手续。钱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

票，其仍未到庭参加庭审。

南京中院。

二审法院认为，通过司法鉴定，可以确认《申
请书》中的签名为王某所签，而该《申请书》是具

儿子左右手都能使用，还漏了份重要的签名文件

有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在办理买卖过户登记时当
二审中，钱某委托了代理人，并提交了一份视

事人需要亲自到场确认的重要证据，
应推定为真实，

频光盘，内容为王某用左手吃饭的情况。钱某上诉

且更具证明效力。该证据可以印证王某已到场签字，

称，王某左右手均能写字，一审中仅对其右手书写

同意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其母亲钱某。
王某也未提交

的笔迹进行了对比，并不全面，申请重新进行笔迹

案涉房屋转让时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情形

鉴定。

的证据，王某申请将房屋转让给钱某为其真实意思

钱某的代理人还提出，
二人办理不动产变更登

表示，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

记时，除了《房地产买卖契约》外，王某还在一份

二审判决：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一

《房产产权交易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确认，并其申

审全部诉讼请求。

请法院对《申请书》转让方落款处“王某”的签名
△钱某于判决送达当晚因病离世，公正审判暖人心，图为

进行笔迹鉴定。二审承办法官赴不动产交易中心，

钱某家属给张卓慧法官送来锦旗（图略）
。

调取了该中心存档的《申请书》原件。至此，这份
“隐藏”的签名文件“浮出水面”
。

感谢南京中院张卓慧法官提供案例素材图片

法官 3 次开庭，委托鉴定查清案情

文字、责编：周阳
审核：徐高纯

面对办案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证据，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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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
法学∣周游：股权利益分离视角下夫妻股权共有与继承问题省思
原创：2021-02-18 华政法学

周游

https://mp.weixin.qq.com/s/cfsUdsT1b7IGUszhbhvMcQ

作者：周

姻家庭法等领域，一直以来都受到法律界的广泛关

游

注，夫妻共有股权如何行使以及如何分割等议题尤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企

其受到重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难

业合规与风险防控法律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洪

点。尽管其涉及多个领域，然而只要以公司内外部

玉

关系为区隔，在处理公司外部关系时优先考虑夫妻

全文已略去注释，如需查看，请订阅《法学》

双方的利益配置，在涉及公司内部关系时则需顾及

【内容摘要】 在涉及夫妻一方以共同财产对

公司人合性，此类问题就可能得到妥善解决。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之情形

只是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总比理论

下，
公司法与婚姻法等相关民商事法律规范应当如

设想中的更加纷繁多样、错综复杂。一旦在夫妻共

何理解和适用存在较大争议。
一旦在共有之基础上

有股权情形中还涉及诸如继承等其他法律关系时，

还涉及继承等问题时，情况就更为复杂。从总体上

纠纷处理就可能有更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张

看，
司法实践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婚姻家庭继承法

某与其他四人为北京某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

优于公司法之倾向，
其要害在于股权利益结构被视

司）股东，张某持股比例为 40%，为其与配偶高某

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为了维护被继承股东之配偶的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2019 年 8 月 21 日，张

财产利益，
对于股东资格确认问题也就不得不进行

某去世，张某的合法继承人只有高某及女儿张小某，

“捆绑式”处理，由此难免危及公司人合性。坚持

甲公司章程没有关于股东资格继承的排除或限制

股权利益的可分离性，
能在尊重公司人合性的同时

性规定。2019 年 9 月 16 日，高某明确表示自愿

维护相对人利益。
股权共有及继承的客体是股权的

放弃张某所持股权的继承权。继而，高某、张小某

财产利益，
而股权的人身利益之享有仍需经过公司

请求法院确认两人为甲公司股东，各享有该公司

意思形成程序。
进而股东之配偶原则上取得股东资

20%的股权；而甲公司认为高某既已放弃继承，就

格的基础关系是继承而非共有；
至于在遗产分割时

不应取得公司股东资格。
后一审与二审法院皆判决

其先获得之“分出的一半财产” 指的是股权的财

认为， 高某自愿放弃对张某所享有的甲公司股权

产利益，取得该利益的基础关系是共有而非继承，

的继承权，
但并未表示放弃其基于夫妻共同财产所

故其所对应的股权之处理应当适用股权对外转让

享有的甲公司 20% 股权的所有权。故认定高某与

的规则。未来公司法的修订宜就此予以系统完善。

张小某系甲公司的股东，各享有公司 20% 的股权

【关键词】 股东资格确认 股权共有 人合
性

（以下简称“张某案”）。该案基本案情似乎并不复

优先购买权 股权利益分离

杂，但映射出司法实践对夫妻共有股权情形下股东

一、问题切入与研究进路

资格继承问题的通常做法，
其中隐含若干可能被忽
视的细节，
并由此引申出一些值得分析探讨的重要

所谓“夫妻共有股权”的问题涉及公司法、婚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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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如何理解夫妻共有关系情形下继承与共

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其分割、继承问题，在整体接受

有之关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既往规定的同时亦略作修改。这些规定能否很好地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
（以下简

回应实践，规则之间又有何关联或者冲突，仍需深

称《公司法解释（四）
》
）第 16 条规定，在有限公

入分析。

司自然人股东因继承发生变化时，
其他股东原则上

（一）公司法之应对

不得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这似乎成为司法实践中

我国公司法涉及股权之共有和继承的规定较

不言而喻的规则。
然而在涉及夫妻共有关系的场合，

为粗糙，许多方面都存在制度空白。

例如在“张某案”中，张某持有 40%股权所对应的

一方面，对于股权能否共有或如何共有的问题，

财产份额并非全为其遗产，
其中一半理应属于其配
偶高某所有，那么与之相对应的 20% 股权比例，

《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字未提。因为立法的

高某何以自动取得？在此情形下，
其他股东能否主

缺失，
法律界对于如何处理相关问题就有了不同看

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再者，
倘若配偶是唯一合法继

法。有学者认为，既然《公司法》未对此设特别规

承人，
那么继承股东资格的配偶是否就必然自动享

定，则意味着应适用关于股权转让的一般规定。除

有被继承人的全部股权？这些问题皆不无疑惑。

此之外，理论界和实务界亦有按照隐名出资规则处
理夫妻共有股权之观点。
不过需要斟酌的问题在于，

第二，对于股权（及其利益）与股东资格这两
个概念是否有必要加以区分，
这实则是前一议题之

股权共有与隐名出资在特定情形下可能存在若干

延伸，
之所以会在继承场合忽视了夫妻共有关系的

相似之处，但隐名出资的表现形式纷繁多样，常见

问题，主因在于未能将股东资格与股权加以区分。

的是名义股东并不出资而只有实际出资人履行出

实践中法院通常认为这两者是合一的，
例如有判决

资义务，故难以将其看作共有关系。况且，隐名出

指出：
“股东资格可以被继承，该股东资格既包括

资场合是否必须适用股权转让之优先购买权规则

股东的财产权，也包括基于财产产生的身份权。”

不无争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捆绑式的股权利益结构有碍于对股权本质的理解，

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以下简

由此也可能误读了《公司法》第 75 条关于自然人

称《公司法解释（三）》
）第 24 条第 3 款的规定，

股东之股东资格原则上可以继承之规定的内涵。

只有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后，
实际出资
人方能请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资格。此处并未强调其

第三，在夫妻共有关系中，所谓股权共有及继
承，
“共有”
“继承”具体何指，这是立法与司法都

他股东
“不同意即应购买、
同意即享有优先购买权”

需要直面的问题。
就共有而言，
其究竟是股权共有，

之规则；况且，
“半数以上”的规定反映出最高人

还是股权的财产利益或其他利益的共有？就继承

民法院在隐名出资问题上有意表明其与股权转让

而言，其究竟是股权继承，还是股东资格继承？这

存在区别。由此观之，公司法未对股权共有问题予

不仅关乎公司法与婚姻家庭继承法之冲突与协调，

以回应，不能被认为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还涉及公司法理念及其影响下的相关股权规则的

相反，这可能会引发诸多难题，而这些难题能否根

革新问题。

据婚姻法、物权法等规定妥善解决不无疑问。
另一方面，在面对继承问题时，
《公司法》第

二、从夫妻共有到继承：

75 条规定的是自然人股东之合法继承人通常可以

相关股权规则适用之惑

继承股东资格。为了维护公司人合性，该条之但书

涉及共有及继承的股权规则主要散见于我国

强调公司章程可就此作出特殊规定。当然，中国人

公司法与婚姻家庭继承法的相关规定。
《民法典》

往往在行事伊始即希望图个好意头，
因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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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作出特殊安排极为罕见。
在章

（二）婚姻家庭继承法之应对

程中作出继承人不能取得股东资格之规定的公司

相比公司法之应对，
我国婚姻家庭继承法对共

也大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例如因为企业改制而

有和继承问题之规定较为详细，
司法实践中亦多有

存在职工持股现象，当职工辞职、退休、死亡时股

运用相关规则解决股权纠纷的案例。

权由公司回购或在股东间进行内部转让。
从文义上

一方面，针对夫妻共有关系，
《民法典》
第 1062

看，
《公司法》第 75 条明确了公司法与继承法各

条在原《婚姻法》第 17 条的基础上完善了夫妻共

自的调整范围：
前者对于股权所具有的财产利益如

同财产规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民法典》在“生

何继承在所不问；
而后者对作为股权人身利益之重

产、经营的收益”之基础上增加了“投资的收益”

要体现的股东资格应如何继承的问题则不加干涉。

之内容，这与股权存在密切联系。继而，夫妻对共

既然如此，
为何还有规则之间的冲突问题呢？如前

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之规定也引发了夫妻共

所述，
司法实践多持股东资格与股权合二为一之立

有关系下股权享有与行使的诸多争议问题。实践中

场，从而引致不必要之疑难。

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继而，
《公司法解释（四）
》第 16 条进一步指

一方之股权投资如何处理的问题。通常而言，此种

出，
在继承场合其他股东原则上不得主张行使优先

情形若是涉及股东权利行使或股权转让时并不过

购买权。
继承场合不适用优先购买权规则是我国司

问配偶之意思；然而，倘若其他股东或受让人明知

法实践长期秉持的立场，
《公司法解释（四）
》第 16

配偶之存在，而涉事股东又罔顾配偶意愿而自行其

条只是对这一立场的确认。
问题在于此时不得主张

是，此时行为之效力如何存在争议。有法院判决认

优先购买权的理由，
这其中可能涉及公司人合性与

为，涉案股份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双方平等协

亲属身份关系之间的冲突与磨合问题。
有学者认为，

商处置。二是当夫妻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时，夫妻一

“当二者发生冲突时，
对特定亲属关系的优先照顾

方名下之股权是否为共同财产。
司法实践中通常认

是法律伦理性和人文主义的表现和必然选择”
。德

为此时任何一方名下的股权都属于共同财产，
继而

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表面上与此立场

认为此种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

相仿，然省察其背后逻辑，似与伦理无关。德国法

要处理的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

上的争议焦点在于如何调和公司法的人合性与继

意见。
以上两种情形之共性在于强调对股权的共同

承法要处理的财产分配问题之间的冲突。
德国学界

协商处置。然而，所谓享有平等处理权之对象值得

主流观点认为，
“不能基于德国
《有限责任公司法》

斟酌。应注意的是，无论是《民法典》还是原《婚

来排除或变更继承法关于遗产继承顺序的规定，通

姻法》
，二者规定的都是财产而非权利之共有，当

过章程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由此，对于继承人

然也未明确规定股权之共有。有学者认为，我国婚

已经成为公司股东之既定事实，
公司可采取的策略

姻法“关注的焦点从来都不是财产的具体形式，而

要么是按照该法第 60 条第 2 款解散公司，要么

是财产的取得原因”
，即“只在于当事人取得该财

是按照该法第 34 条在此前已规定可在股东死亡

产的对价是什么”。故而夫妻共有关系情形下之股

时收回股权。
在这两种举措中，
前者可谓玉石俱焚，

权，其所谓共有的客体的确迷雾重重。

后者则徒增繁琐，
可见德国法采取的是一种更关注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规则之倾向。相比之下，我国公司法的立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以下简称《民

试图与继承法之间实现衡平，
尽管司法实践所呈现

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73 条的确在很大

的问题与德国法的情形在本质上存在共通之处，下

程度上缓和了公司人合性与亲属身份关系之间的

文将对此作详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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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根据该条规定，公司人合性理应得到尊重，

股东资格，
那么此时既有共有关系又有继承关系之

故而在审理离婚案件时，
若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配偶，根据继承法规则所分出的为其所有的一半，

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
其配偶想

又当如何处置？对此，实践中多采取直接返还其对

成为公司股东是需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

应财产份额的方式。然而，这分出一半之基础理应

此时其他股东对拟转让的部分亦享有优先购买权。

是共有而非继承，配偶何以不能主张适用股权对外

这其实借鉴了《公司法》第 71 条有关股权对外转

转让的规则不无争议。显然，将股东资格与股权相

让的规定。如此一来，尽管该条置于婚姻法体系中

捆绑的做法，使得共有问题在继承场合被自然而然

而不是由公司法予以回应略显突兀，
但至少有其一

地忽略了，而在继承方面也存在需要澄清的问题。

定程度的合理性。然而，司法实践中仍存有不少疑

三、问题症结：股权与股东资格

惑之处。该条明确适用的情形是离婚案件，那么对

之捆绑式处理

夫妻共有关系下之继承问题能否直接适用存有争

当今社会发展之速度与范式，基于科技化、信

议。更有甚者，一旦采取前述隐名出资的思路理解
夫妻共有股权问题，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

息化、数字化等因素，已然远远超出人类的原初设

第 73 条就可能被架空。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类似

想。现代公司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滥觞及发展，股权

案件。

也因此愈加受到关注，进而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与潮

另一方面，针对夫妻共有财产继承问题，
《民

流。这不但冲击传统的思维模式，而且动摇了固有

法典》第 1153 条整体接受了原《继承法》第 26

的法律架构。夫妻股权共有与继承之难题尽管表面

条的规定，只对部分表述作了调整。可以说，相关

上看是不同法律规定之间尚有需要阐释之余地，然

规定之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即遗产分割应先分出共

其根本仍在于如何理解股权性质。

同所有财产的一半为配偶所有，
其余的才是被继承

在过去，对股权性质的认知深受财产法之理念

人的遗产。那么，对于涉及夫妻共有关系情形下之

与制度的影响。
这部分源于对美国公司法上所有权

股权如何继承的问题，原本也不应存在疑惑，因为

（ownership）、所有者（owner）之误解，也与我

被继承人的遗产仅仅是股权项下一半的财产份额，

国学界早期关于股权（主要是国有股权）是物权还

另外一半应归其配偶所有，
对这部分的处理不适用

是债权之争论有关。
这两个方面经由两权分离理论

继承法规则。据此，重新省察包括前述“张某案”

之中国化，
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股权理念。
我国《公

在内的类似案件，表面上看的确也是这样处理的，

司法》第 4 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即先行分出一半股权归配偶所有，
另一半股权由合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在实践中，股

法继承人继承。
只不过先行分出的一半股权何以由

东无法参与或不愿参与公司治理，股东在公司中的

配偶当然取得，
或者说配偶何以当然享有股权项下

角色定位主要就是向公司出资以及取得投资收 益。

的全部利益？问题的关键在于股权分割情形下
“共

如此一来，
股东所享有的股权几乎与资产收益权等

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应当如何理解。不仅是“张

同，从而掩盖了股权中因股东资格而享有之非 财

某案”
，法院通常采取的做法都是将股权的一半直

产利益，将原本纷繁多样的股权利益捆绑在一起。

接分出为配偶所有。由此，夫妻共有的客体分明就

由此，
即便承认股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也可能 仍

是股权，而非法律规定的投资收益。如此矛盾之处

主要停留在财产权范畴予以探讨。例如有学者认为，

有待更深入的理论释疑。

除了某些股东权可否与股份分离让与之讨论 有意

此外，结合《公司法》第 75 条，倘若公司章

义外，此种分类实益不大，故认为股东权就是财产

程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不得继承

权。实际上，当纠问股权究竟是（或者属于）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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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权利时，
我们在潜意识里早已将股权看成一种必

法的当前规则仅对继承予以回应，那么不采取共有

须被归类的子权利，这依然未能跳出物权与债权

的解决思路亦是顺理成章，
毕竟公司法领域对此类

之大部类分法，从而使股权性质之争陷入迷思，并

问题目前仍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从形式上看，

始终在财产权框架下进行。
所谓对股权内部结构的

这是在一个同时涉及公司法与婚姻家庭继承法之

误解，
归根到底就是将股权内部各种利益视为不可

纠纷中优先适用公司法规则之“商事”裁判立场。

分离的整体，并将股权利益的享有与让渡进行了

一旦聚焦于公司利益保护的问题，这显然是需

“捆绑式”
处理。
在这种捆绑式的股权利益结构下，

要反思和改进的裁判策略。
倘若股东之配偶在继承

财产利益成为最核心的部分，包括名声、荣誉、意

场合自动取得分出的一半所对应的股权，
这就不仅

愿等在内的人身利益将仅被视为实现财产利益的

仅是妨碍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问题，还可能

工具，
亦即极易得出财产未受损则权利未被侵害之

影响公司的持续运营和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之两权

谬 论。推而广之，在探索股东资格确认、股权变

分离程度相对较低，股东通常直接参与公司决策，

动等具体问题时，
也可能误用财产权保护的原理及

处理公司事务可能并非其配偶之所长；而被继承股

规则， 从而忽视了公司独立意志、股东之间的合

东持股比例越高，对公司的不确定的负面效应也可

意等公司法上的重要元素。
如此捆绑式的股权利益

能越大。倘若公司出现运营危机或内讧，公司员工、

结构无异于淡化公司法之存在必要性，
从而强化财

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也可能受到影响。那么，在维

产法、合同法及侵权法对公司纠纷解决的影响。

护有限公司人合性的同时是否就无法很好地保护

在这种捆绑式的股权利益结构下，
原本法律关

被继承股东之配偶的合法权益呢？当然不是。
对此，

系非常清晰的夫妻共有与继承问题就变得扑朔迷

首先需要明晰对配偶而言，
法律应当保护的是何种

离。而从当事人的诉求来看，他们在夫妻共有关系

法益。无论是基于共有关系还是继承关系，股东之

情形下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也大多针对“作为整

配偶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更看重股权可能带来的收

体”的股权而言，而非只就配偶因分割取得的那一

益，主要包括股权价格收益及现金或其他形式的持

部分主张权利。如此一来，法院也的确不必深究其

续性收益。前者主要是通过股权变动的方式，除了

中理应区分的不同法律关系了。
一旦将本可拆分的

其他股东购买股权以外，
还可能存在公司回购股权

诉讼请求合为一体，
那么法院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

等情形。后者主要是采取信托的方式，但这种方式

继承问题而非同时涉及共有问题便不足为奇。
第一，

囿于我国信托实践之不足，在过往并不常见；类似

由于当事人请求的是对股权整体行使优先购买权，

的做法，通常是采取由其他股东代持（即隐名出资）

那么按照《公司法》第 75 条、
《公司法解释（四）》

的策略，而配偶及其他合法继承人作为实际出资人

第 16 条的规定，涉及继承的那一部分不适用优

（也是受益人）取得持续性收益。不难发现无论是

先购买权规则，
由此推及股权整体也采取相同处理

以上何种方式，其落脚点皆为股权之财产利益，而

方式。第二，即便法院注意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并不主要指向股东资格本身。然而，只要依然坚持

解释（一）
》第 73 条的存在，但由于该条明确规

股权（及其利益）与股东资格不可分离之立场，司

定适用于离婚案件审理，
而在夫妻共有股权分割场

法实践就难免要在维护被继承股东之配偶财产利

合适用股权对外转让的规定本身就存在争议，
因而

益的同时也对股东资格确认问题划一处理。要实现

在继承与共有问题并存之场合，又存在《公司法》

公司利益与配偶个人利益之平衡，宜秉持股权利益

第 75 条、
《公司法解释（四）
》第 16 条之前提下，

分离视角，
重新厘清夫妻共有与继承之不同法律关

法院类推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

系，并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规定予以调整。

73 条的确需要更充分的解释。第三，再加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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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利益分离视角下的

这实际上是对不同主体的分类，
不同类别的主体相

夫妻共有与继承

应地享有不同的权利，还谈不上是对股权内部结构
的解构。既往看法之所以反对股权利益分离，主要

（一）股权利益分离与股权变动之逻辑关联

是考虑到分离可能诱使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例如以

公司法学界很早就注意到股权内部结构的复

往经常讨论的表决权买卖可能带来的代理成本问

杂性。19 世纪末，就有德国研究者将股权划分为

题，还有新近备受关注的股权质押所涉及的表决权

共益权与自益权两大类，
这一分类对日本等国之公

空心化隐忧。然而，投资者对股权利益所作出的特

司法理论构造带来深刻影响。
另有美国学者在对股

殊安排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值得肯定的商业模式，

权进行分类时采用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

倘若仅仅因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一概否定商

的划分，这在表面上看有点匪夷所思，毕竟权利与

人实践，实属因噎废食之举，并不可取。

权力是泾渭分明的，
不可能也不应当同时纳入股权。

省察我国商法学界之过往研究，
亦不乏对股权

倘若将其置换成我们熟知的语境，
那么权利主要就

内部结构的有益反思。有学者较早提出，股权不是

是指称财产权，
而权力则意指参与公司的管理与控

基于股东身份而产生，而是与股东同时产生，是同

制，主要就是人身权，其落脚点最终还是权利。继

一出资法律关系的两个要素。这一观点无疑含有原

而，20 世纪 80 年代催生出所谓的股东行动主义，

初的分离思想。还有学者也认为，股东资格与股东

这实质上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要求夺回股东

权利并非总是合一的。另有学者将股权分为人身权

在公司中的权利并且积极参与公司决策的运动。此

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并将其称为“股权二分论”，

处所言之股东在公司中的权利，
主要指的是非财产

继而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到解决有限责任公司股

性的权利。然而，以上各维度的见解尽管指出股权

权转让的司法实践问题上。当下，公司法学者已经

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但本质上仍是将不同的权能、

充分注意到股东“异质化”之趋势。与此同时，因

利益混杂在股权当中且视为同时并存的一个整体。

应股东之不同需求，股权项下之投票权、收益权等

反对股权之权益分离是域内外传统公司法理论与

能否分离行使的问题也渐次引起重视。此外，新近

实践的主流看法。例如在日本，学界通常认为表决

诸多研究也关注到金融交易领域的股权利益分离

权不得单独从股权中分离出来；
而在我国台湾地区，

问题。

尽管通说是将股东权分成具有身份权色彩之表决

因此，无论是共有股权之分割还是股权继承，

权以及参与会议、经营公司等共益权，而将盈余分

乃至股权转让、
股权赠与、
隐名出资情形下之显名、

配及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归类为具有财产权色

股权出质情形下之质权实现等股权变动问题，
秉持

彩之自益权，但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连煜认为，

股权利益分离的视角，兴许能发现皆无一例外地涉

表决权与股东权均不可与股东分离，
仅股东才可享

及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利益之二元分解。一方面，股

有表决权，也不能将表决权出售他人，故股东权可

东与公司以外的当事人可根据意定条件或法定事

谓是一种“人格权”
。按照这一观点，虽然是强调

由实现股权财产利益的让渡；另一方面，公司意思

股权之人身利益，但仍属于一种捆绑式的策略。此

形成将成为股权人身利益变动的必经程序。继而，

外，英国法的做法值得注意，其明确区分了公司成

尽管当事人亦可能主动作出股权利益分离的安排，

员（member）与股东（shareholder）两种身份。

但股权变动将更多地呈现出法理分离，即可能因为

未经登记的股东只取得了一定的财产权利，
没有表

立法或司法上的利益配置及利益衡量而呈现分离。

决权等人身权利；而一旦经过登记就变成成员，享

在这种法理分离的背景下，
股权变动的制度设计侧

有类似于中国公司法关于股东的完整权利。不过，

重保护股权财产利益的实现不因公司人合性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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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

定，对于夫妻关系情形下的股权享有与行使问题更

在捆绑式股权利益结构下，
公司与相对人之间

是只字未提。这的确涉及婚姻法、物权法之调整范

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关系，
制度设置需要在公司及相

围，但民事法律规则难以回应股权共有状态究竟会

对人之间作出利益衡量，
因而股东的利益需求在其

对公司治理产生何种影响。对此，公司法有必要予

中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在这样的结构下，制度将法

以回应。

律正义过分寄望于司法过程，
这使得法院在法律运

首先是股权共有之客体有待厘清。按照《民法

行整个过程中负担过重，
对法官的能力与素质也是

典》第 308 条、第 1062 条的规定，夫妻之财产

极大考验，从而可能引起司法过度干预、司法裁判

共有为共同共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股东之配偶

不一等诸多问题。
问题之症结在于制度未能适时对

可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股权，甚至连股东资格也可

当事人之利益进行理性配置，
也未对当事人所作之

共享？日本法律界较早将股权共有视为一种准共

利益配置予以必要的容忍乃至认可。总之，捆绑式

有形态，以区别于对所有权的单纯共有。然而，在

股权利益结构在本质上仍是对公司内外部法律关

没有特殊规定之情形下，
准共有通常适用共有的一

系存在较大的偏差理解（参见表 1）
。

般规定，这依然没有跳出财产共有之理论框架。故
而股权共有人所
“共有”的客体问题显得极为关键。

表 1 捆绑式股权利益结构的保护策略

按照股权利益分离的逻辑，
股权共有的客体只能是
股权的财产利益，无论是因离婚还是因死亡而解除
共有关系所引致之分割，亦仅限于此。因而股权人
身利益之享有仍需经过公司意思形成程序，这表明

相比之下，
股权利益分离视角下的保护策略更

股东资格并不是共有的客体。

注重利益配置，以尽可能防止利益发生冲突，继而

继而，
公司法相关规则构建之重点是明确股权

减少过分运用利益衡量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利益

共有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股权之财产利益可由

优化配置往往在主体意思自治或者法律所设置的

夫妻共同共有，这也属于《民法典》第 1062 条规

衡平机制中进行，这不仅要明确利益的内容，厘定

定的“投资的收益”之范围。然而，共有人无法同

利益结构的基本框架与界限，
还要识别处于不同法

时享有股权的人身利益，
故而在只有夫妻一方登记

律关系中利益的实现方式，
并通过法律原则及法价

为股东的情形下不可能两人都取得股东资格。
因此，

值判断明确其合法性要件。由此，制度设置在保护

在通常情况下，
只有具备股东身份的丈夫或妻子方

公司人合性的同时并不会影响相对人利益的实现，

能向公司主张权利。那么，配偶之意愿是否就完全

反之亦然。同时，股东的利益也因为经过二元分解

不需考虑呢？也不尽然，
但前提是公司法需要构建

而实现最优化（参见表 2）
。

相对完善的股权共有制度。
省察日本和我国台湾地

表 2 股权利益分离视角下的保护策略

区的相关实践，
共有人应当约定一人为权利行使者，
并将这一约定通知公司，
否则公司有权拒绝共有人
行使股东权利。至于如何确定权利行使者，则由共
有人协商一致，
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采取表决方
式确定。在此基础上，诸如表决权分割行使或不统

（二）涉及共有之公司法规则构建

一行使等相关规则也可加以明确。据此，我国公司

如前所述，
我国公司法没有对股权共有作出规

法未来修订时可以考虑在股东名册规则中细化共
有之内容，
包括夫妻关系在内的共有关系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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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事项记载于股东名册中。
与之相关的股东权利

妻共有关系终止而进行的分割，
而非基于继承关系

行使规则也可予以明确。

之取得，故其所对应的股权之处理应当适用股权对
外转让的规则。由此，公司章程即便规定股东资格

（三）涉及继承之公司法规则改进

不得继承，那么该规定对“分出的一半”所对应的

如前所述，我国《公司法》第 75 条的本意是

股权而言并不适用。最后，公司法未来修订时可以

只对股东资格的继承作出规定，
至于股权所对应的

辩证地吸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73

财产份额应如何处置则由民法调整。然而，由于该

条的规定，
以避免在婚姻法中回应公司人合性不甚

规定过于简略，加之股权利益结构之捆绑处理，从

协调的制度安排。一旦明晰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

而导致前述法律适用存在疑惑与困难，
公司法有必

配偶可能处于共有与继承两种法律关系，
法律也可

要作出相应修改。

分别回应。

一方面，
股东资格继承之说法是否准确值得讨

此外，依循股权利益分离之逻辑，股权之赠与

论。
继承人原则上可直接继承股东资格之规定仍是

（包括遗赠）情形下如何兼顾公司人合性以及其他

对股权人身利益的核心问题欠缺充分考量。实际上，

股东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之难题也有望得以解决。

继承人并无当然取得股东资格之现实可能，
即便是

股东能够赠与或遗赠的客体仅仅是股权之财产利

按照《公司法》第 75 条的规定，继承人充其量获

益，这也与《民法典》第 657 条、第 1133 条有

得请求公司确认其股东资格并变更股东名册及公

关赠与及遗赠的客体是“个人财产”之规定相符。

司章程、工商登记的权利，只有完成相关程序，才

至于受赠人或受遗赠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仍需经

能真正取得股东资格。故而，股权人身利益并不存

过公司意思形成程序。不过，此时其他股东行使优

在继承的问题，
其仍需经过公司意思形成程序方能

先购买权应如何确定“同等条件”的确值得探讨，

实现变动。在日本，非公开的股份有限公司可在章

毕竟在此情形下并无预先确定的股权价格。有鉴于

程中规定，经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因继承而获得转

此， 司法实践宜首先尊重当事人之协商议价，亦

让受限股份的继承人向公司出售其股份，
而当公司

可根据当事人之意愿采取第三方评估方式确定价

依此合意方式不能实现回购股份时，
公司还可依章

格。一旦其他股东不同意以依法确定的价格购买股

程规定强制取得该股份，从而维护公司的人合性。

权，那么受赠人或受遗赠人将获得股权，并成为公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在有限公司一章中并没有

司股东；而若有股东同意购买，则其支付的股权价

规定与继承相关的内容，
学界一般认为应类推适用

金将归属于受赠人或受遗赠人，
这既不妨碍赠与或

股权转让之规定。
这也主要是为了解决股权的人身

遗赠目的的实现，也可维护公司人合性。

利益问题。
与股权相关的继承问题必然涉及股权变

五、结语：

动，为维护公司人合性，继承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

重思有限公司人合性

应当经过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认可。
另一方面，
在因继承引起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

在面对一个兼涉公司法、
婚姻法及继承法的纠

而导致股权变动之情形下，
对共有与继承两种法律

纷时，若以《公司法》第 75 条以及《公司法解释

关系理应加以区分。首先，被继承股东之配偶原则

（四）
》第 16 条的规定为依据，径行认为一旦涉

上取得股东资格是因为继承而非共有，
故其只能当

及继承问题则不适用优先购买权之规定，
表面上似

然取得该部分所对应的股权比例。其次，法律应明

乎是将其视为一个公司法问题看待，
实则是以捆绑

确配偶所获得“分出的一半”指的是股权之财产利

式的处理策略将理应区分的不同法律关系混为一

益，
这一利益的取得原因是自然人股东死亡导致夫

谈。有学者认为，夫妻内部关系首先应考虑亲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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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
而不按照物权法等财产法的规则确定夫

成员之间存在遵守那些条款的契约。
美国学者吉尔

妻间财产的归属。
其较好地解决了亲属法与财产法

森更极端地指出，调整非公开公司的法律可能根本

的关系。
至于亲属法与公司法乃至整个商事法之间

不属于公司法范畴，
将其视为合同法之特别适用更

应当如何协调，
夫妻股权共有与继承的问题可能仅

妥当。应当指出，中国的有限公司形式尽管借鉴了

仅是其中的一个面向。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人命关

德国的做法，但自其滥觞之时就内含丰富的中国元

天”
“死者为大”的淳朴观念，意在彰显对逝者的

素。其一，从其表征看，我国的有限公司并不纯然

尊重与怀念。然而，法律人在面对这样的淳朴观念

是资合公司，其所蕴含的人合性特征较为突出，尤

时，可能仍需立足于明晰当事人法律关系之基础，

其是在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之后，资本信用的色彩

真正达致定分止争的效果。
在面对夫妻股权与继承

更是被进一步淡化。其二，我国自 1946 年引入有

及由此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时，
究竟是人身问

限公司形式的初衷并非因应中小投资者之创业需

题抑或财产问题理应首先得到回应。

求，而是试图以此强化经济统制， 发展国营事业

公司人合性是处理夫妻股权共有与继承问题

和走计划经济的道路；至于 1993 年《公司法》设

时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
也是构建有限公司规则体

置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实际上也主要是为国企改

系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何为人合性，以

革服务的产物。相比之下，中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更

及在中国语境下强调公司人合性又有何特殊意义，

显著地呈现出公司之非契约性色彩， 在迎合国家

尤需进一步阐释。
德国公司法明确区分人合公司与

需求的同时更需强化公司规则之程式要求。

资合公司两种类型，
其区分标准是公司以股东个人

由此，
不难发现日本学者前田庸的观点对于省

信用抑或以资本信用为其基础。
按照德国法的规定，

察中国的有限公司本质之启发意义：
“公司人合性

有限责任公司尽管呈现一定程度的人合性特质，但

实则不是指股东之间的合意，而是强调公司对股东

归根到底属于资合公司。
只是为了突出有限责任公

个性（即谁是股东）的重视。”可以说，比起德国

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性

的有限责任公司（GmbH）和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

文件被称为
“公司合同”
（Gesellschaftsvertrag）
，

（LLC）
，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显著的本土特色。

这和无限公司、两合公司的规定类似，以彰显有限

与域外惯常做法不同，我国法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色彩；
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性

“普通公司”，尽管该立法模式有其弊病，但究其

文件被称为“Satzung”
，即公司章程。所谓“公司

渊源则不难发现其背后之本土逻辑。
故而在处理诸

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法的立场类似。根据英

如夫妻股权共有与继承问题时，
面对这样一种具有

国《2006 年公司法》第 33 条的规定，公司章程对

鲜明特色的公司形式，理应更加注重对其人合性之

公司及其成员具有相同的约束力，
如同公司和每个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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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新闻
吴秀波被敲诈案宣判：女方被判三年
有期徒刑缓刑三年，目前已离开看守所
2021-02-18 网易娱乐专稿

作者|张晶

https://c.m.163.com/news/a/G353EPU200038FO9.html?spss=newsapp&spssid=17d07fbb167005
5ef9521d905c537c45&spsw=9&isFromH5Share=articl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两年多前，
吴秀波被女友陈昱霖
（真名陈梦琳）

事件回溯：女方索要四千万，男方先付了三百万

敲诈风波在网络上喧哗一时，吴秀波“无奈之下”
网易娱乐了解到，朝阳区人民法院对陈昱霖敲

选择报警，陈昱霖随后因涉嫌敲诈勒索被羁押。日
前，
网易娱乐获悉一份该案的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

诈吴秀波一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并于 2021

陈昱霖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目前已离开

年 1 月底宣判。

看守所。随后，网易娱乐向事件双方核实此事，双

从判决书了解到，陈梦琳与吴秀波于 2011 年

方知情人士均已向网易娱乐证实，案件已宣判，陈

相识，后发展为情人关系。案件判决书详述事件经

昱霖被羁押于朝阳区看守所两年多后，已经回家。

过：被告人陈梦琳（别名陈昱霖）以其与吴某某（51
岁，北京市人）长期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且需要
购房为由，于 2018 年 1 月至 2 月间，向欲与自己
分手的吴某某分两次索要人民币 300 万元、800 万
元，吴某某要求陈梦琳同意分手并亲笔书写不公开
二人关系、删除二人照片等隐私材料的承诺书后，
将上述钱款给付陈梦琳，陈梦琳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将二人不正当男女关系发布于网络，连成吴公
众形象受损，后陈梦琳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以曝
光其与吴某某之间不正当男女关系、
二人亲密照片
等隐私为由，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237 号复
星国际中心 2209 号向吴某某索要钱款人民币 4000
万元，陈梦琳与吴某某达成分期 4 年支付协议后，
吴某某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向陈梦琳转账人民币
300 万，但陈梦琳再次要求变更约定的支付期限，
并以进一步公开二人不正当关系、公开其他人的负
面信息等理由相威胁，胁迫吴某某一次性支付剩余
的人民币 3700 万元。陈梦琳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
被公安机关查获，陈梦琳现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

陈昱霖出狱后晒自拍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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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陈梦琳敲诈勒索他人财
物 3700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应当
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陈梦琳已经
着手实施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系犯
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对其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并适用缓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判决书还提到，案发后，吴秀波与陈梦琳签订
了谅解协议，吴秀波方在法庭也出具了谅解书。
被告人陈梦琳当庭表示认罪认罚。但辩护人提
出，本案系吴某某一方设局陷害。

陈昱霖 2018 年朋友圈

案件审理：不是男方做局，女方构成敲诈勒索
朝阳法院未认定案件系吴某某设局陷害。
法院
审理后表示，被告人陈梦琳的行为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陈梦琳在要求对方签订“协议”之时，
显然也以披露相关隐私为要挟，
但对于是否接受等
关键要素，吴某某仍有协商余地，客观上双方也达
成了分期给付的协议，陈梦琳的要挟手段对于吴某
某并无紧迫性，故总体上仍属于双方自愿的产物，

陈昱霖曾发朋友圈“控诉”吴秀波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088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但在第二阶段，
陈梦琳单方违背已达成的
“协议”
，
要求将钱款一次性给付到位，
并以继续曝光吴某某
隐私相威胁，吴某某无奈之下选择报警。与之前第
一阶段相比，
第二阶段的胁迫程度具有现实的急迫
性，从而导致双方关系由“自愿给付”转化为“强
制索要”
，同时结合陈梦琳所具有的非法占有的目
的，可以认定其行为性质在此节点发生根本变化，
满足了入罪条件。

案发前陈昱霖在朋友圈发文

陈昱霖朋友圈发文感慨

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梦琳同吴某某在案发前的
关系为法律所否定，且为道德所谴责，陈梦琳在双
方关系破裂后，欲利用之前留存的对方隐私信息，
威胁吴某某给付巨额款项，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之
目的，客观上以披露个人隐私相威胁，迫使吴某某
非自愿性地一次性给付巨额款项，
属于采用胁迫手
段，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数额特别巨大。
公诉机关指控陈梦琳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陈昱霖早年朋友圈日常：旅游晒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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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刑阶段，法院充分考量被告人陈梦琳的犯
罪前因、犯罪手段和犯罪对象均具有一定特殊性，
且属于犯罪未遂。被告人陈梦琳在羁押期问经过教
育，思想发生变化，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积极的悔
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并获得被害人谅解，对
其依法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可以实现刑罚特殊预
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在
案物品及账户一并依法处理。
判决：女方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案件于 2021 年 1 月底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最后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定：
一、被告人陈梦琳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缓刑
考验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
罚金于本判决生效
后即行缴纳）。
二、存有双方私密信息的信息存储设备予以没
收。
三、涉案吕维春招商银行账户内余额用于执行
罚金，余款发还。
父母曾在陈昱霖朋友圈“手撕”吴秀波

责任编辑：韩冲_NBJ11345

儿子伪造公证书偷卖母亲房产，获刑两年半
2021-02-22 京法网事

孙 莹

https://mp.weixin.qq.com/s/rGdM7_Nqo93Pz776EnxHdg

男子汤某通过伪造公证处的公证书，
将母亲名

汤女士立即报警，后经民警了解，这套房子已经被

下的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并出售。
直到房子被买主

卖给了一个陌生人。

出租了，家人才偶然得知此事。

汤女士的母亲 2017 年 4 月因病去世，去世前

近日，
西城法院以伪造事业单位公章罪判处汤

一个月时还当着一家人的面立下遗嘱，要将房子卖

某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6000 元。

掉，房款由一儿一女还有孙女三人平分。到底是谁
瞒着家人卖了房子，又是如何卖掉的？

2017 年 9 月的一天，汤女士接到自来水集团

经过进一步调查，这套房产的继承人之一、汤

工作人员电话，说要查她母亲房子的水表。这套房

女士的哥哥汤某被揪了出来。

子在汤女士母亲去世后原本是一直空着的，
可汤女

汤某在公安机关供述称，早在 2016 年 9 月，

士到了现场却惊讶地发现，
有一名女子租住在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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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母亲去世半年前，
他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周

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向他人提供身份、房产信息

转，就琢磨着把母亲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然后

伪造公证书与委托书，并为此支付高额报酬，已构

卖掉。
汤某联系上能办理虚假公证书和委托书过户

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2 年

房产的人，以办老年证为由骗走了母亲的身份证、

6 个月，并处罚金 6000 元。

户口本和房本提供给对方。
接着又找了自己一个亲

法官提示

戚作为受托人，代表母亲去完成房屋过户手续。很

案件主审法官王红奎提示，近亲属财产，属于

快，汤某拿到了一套假材料，里面有他母亲委托他

个人合法财产，因一时贪念，未经同意，伪造证明

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委托书和公证书。最终，凭

材料，非法转移财产，触犯刑法将予以惩罚。对于

借这些假材料，
汤某得以将母亲的房屋过户到自己

继承遗产，
应按照遗嘱或与其他继承人协商处理遗

名下。

产，采用违法手段侵犯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将会

事成之后，汤某给了办理假证的人 10 万元现

受到法律制裁。

金，后通过房屋中介将房子以 525 万元的价格出
| 供稿：孙 莹 |

售，所得售房款也都因他做生意赔了。

| 编辑：王雅娜 田婧 姚日辉|

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汤某为将其母亲

中国婚姻报告 2021
原创：2021-02-23 泽平宏观

任泽平

https://mp.weixin.qq.com/s/zVsOa1jkPyrTQCUCllXOOw

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
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
另一方面，
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
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
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
“婚都不
想结，
还生什么孩子”
，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
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
的。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
并提出建议。
文：任泽平 李晓桐 华炎雪

1 中国婚姻现状

实习生张晋对本文有贡献

1.1 结婚少了、离婚多了、结婚晚了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
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

会来说，
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持续攀升、初婚年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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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 2013 年开始下滑。

2013 年以来，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

2013-2020 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 1347 万对的

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与 GDP 大体呈负相关关系，

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 813 万对，2020 年同比下降

也受人口流动、老龄化等因素扰动。具体来看，

12.2%。
2013-2019 年，
粗结婚率从 9.9‰降至 6.6‰。

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

其中，初结婚人数从 2386 万降至 1398.7 万人，再

低。2019 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福建、天津

婚人数从 307.9 万升至 455.9 万人、复婚对数从

结婚率全国倒数；其中，上海、浙江、山东排名倒

29.9 万对攀升至 61.9 万对。

数前三，分别为 4.1‰、5.0‰和 5.3‰。此外，北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5-29 岁接替 20-24

京结婚率 6.0‰，在全国排名倒数第八，低于全国

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
，高年龄层段（40

平均 6.6‰水平。

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05-2019 年，

二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2019

20-24 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 47.0%降

年贵州、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

至 19.7%，
25-29 岁从 34.3%升至 34.6%，
30-34 岁、

肃、云南、四川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超全国平均

35-39 岁、
40 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 9.9%、

水平；其中，贵州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排

4.9%、3.9%增至 17.7%、8.1%和 19.9%。

名前三，分别为 9.9‰、9.6‰和 8.8‰。

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1987-

三是受人口流动和老龄化影响。中国“深度老

2020 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 58 万对攀升至 373

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上海、山东、四川、江苏、

万对。1987-2019 年粗离婚率从 0.5‰攀升至 3.4‰。

重庆、浙江、安徽。老龄化严重的省份，适婚年龄
人口相对较低，如果长期存在人口流出，则导致结
婚率下滑更加明显。山东、辽宁结婚率分别为 5.3‰
和 5.9‰，全国排在倒数第三、七位；2013-2019
年山东结婚对数下滑近 40%。而人口流入的老龄化
省份，结婚“主力军”相对较高；四川、重庆、安
徽结婚率分别为 7.3‰、7.6‰和 8.5‰。
四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
率，往往经济发展较弱、人口流出严重的地区，离
婚率相对较高。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
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黑龙江、吉林、辽宁离婚
率分别为 4.5‰、4.5‰、3.6‰。

1.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下滑越明显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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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1998-2017 年，在读女生占比从 38.3%增至
52.2%，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开始占主导地位。
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
加大
婚姻市场匹配难度，
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20002015 年中国 30 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从 154 万攀升至
590 万；其中，2015 年 30 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
性未婚占比高达 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
未婚率的 5%。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
“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
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20152018 年审结一审离婚纠纷案件近 600 万件。根据
司法大数据报告，2017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为 140
余万件。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感情不和（77.5%）
、
家庭暴力（14.9%）为主要原因。其中 73.40%的案
件原告为女性，婚后 2-7 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
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 91.09%。

2 选择还是无奈？

2.2 无奈：社会压力、婚育成本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社会包容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
房产，婚后还房贷、生育等一系列问题。而当前高

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
受教

房价、
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

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
。国家统计局数

大城市尤为明显。

据，2015-2019 年博士在校学生数 32.67 万人增至

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
、
“还房

42.42 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 158.47 万人增至

贷”双重压力。1998 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

243.95 万人，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 10.81%增至

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

14.06%。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

很大压力，1998-2018 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

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15 岁及以上

1854 元/平上涨至 8544 元。2004-2018 年中国个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 年的 5.3 年提高到

人购房贷款余额从 1.6 万亿元增至 25.8 万亿元，

2017 年的 9.6 年，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 1990 年

增长 16.1 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 50%

的 22.0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25.4 岁;男性同期从

以上，2018 年为 54%。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

24.1 岁上升到 27.2 岁。

余额/可支配收入）从 16.2%增至 47.6%，带动住户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

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

婚姻持开放态度；
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

28.6%增至 88.4%。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

我意识的觉醒。
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

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

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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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明显攀升，
“教师减负、家长增负”，

个问题，一是出生率下滑，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

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

衡。

财力三重负担。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

出生率下滑长期影响适婚年龄人数，
进而导致

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
大学学费及

结婚对数下滑。根据 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

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 中国家庭教育消

80 后、90 后、00 后人口分别为 2.19 亿、1.88 亿、

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

1.47 亿，90 后比 80 后少约 3100 万，00 后比 90

庭年收入的 26%，
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 21%，

后少 4100 万。当前结婚年龄主力 25-29 岁
（90 后）

大学阶段占 29%。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

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结

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

婚率的计算公式，结婚率=某年结婚对数/某年的平

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 60.1%降至 38.4%，公立

均总人口数×1000‰，分子下滑影响结婚率下滑。

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从 83.1%降至 43.8%。此外，

未来十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
或影响结婚率

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
不少

持续下降。2015 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2016

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
并讲解

年出生人口升至 1786 万，但 2017 年下滑至 1725

错题，
“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
。

万，持续下滑，2019 年为 1465 万。1979-2019 年
人口出生率从 17.8‰降至 10.5‰。在长期低生育
率背景下，
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及规模
分别在 2010、2013 年见顶，结婚主力人口见顶。

2.3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出生率降低、性别
比失衡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两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094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
造成婚姻市

16%和 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

场匹配困难，进而影响结婚对数。1982 年出生人

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

口性别比（男性：女性，女性=100）为 107.6，1990

情寄托，在就餐、
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

年超过 110，
2000 年接近 118，
之后长期超过 120。

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

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00 后男女性别比达

婚人群占比达 57%。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

119，男性比女性多近 1300 万；90 后男女性别比

报告，2019 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

达 110，男性比女性多近 900 万。

2024 亿元，较去年增长 18.5%，北京、上海、西安、
成都消费规模达 486 亿元。

3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

3.2 负面效应：降低出生率、加重养老负担

3.1 正面效应：促进单身经济兴起

在晚婚的同时，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初育年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

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 8%

高达 2.4 亿人，约为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左右。1990-2015 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 24.1 岁

其中超过 7700 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

推迟至 26.3 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 24.8

2021 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 9200 万人。

岁推迟至 28.0 岁。1990 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
育年龄均为 20-27 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
比分别为 86.6%、74.9%。而到 2015 年，主要初育
年龄推迟至 22-29 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
66.7%；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 23-30 岁，且生育子
女数占比降至 59.1%。并且，1990-2015 年 30 岁以
上 高 龄 产 妇 的 生 育 一 孩 数 占 比 从 4.2% 增 至 近
19.2%，生育子女数占比 14.0%增至 32.3%。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严重
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中国将逐渐成为世
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
从城镇职工基本养

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

老保险基金看，2015-2019 年中国基金收入算术平

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

均增速约为 14.5%，
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 17.2%，

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

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 2.53。

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

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 2012 年见顶后逐年下滑，

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
；单身

从 18.5 个月逐渐下降至 2019 年的 13.4 个月，城

消费者中 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2019

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

年有 16 省养老金入不敷出；黑龙江、青海、辽宁、

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
“22%

吉林和内蒙古仍低于中央调剂制度规定的可支付

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

月数警戒线。其中，黑龙江养老保险基金从 2013

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

年开始持续“入不敷出”,2016 年累计结余转负，

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 13%、11%和 14%。

2019 年缺口达 433.7 亿元。

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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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建议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
减少因为娶不
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
为适婚人群提
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生育，长期有助
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以常住人口
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
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
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
妥善解决延长
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
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
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
实行一定程度
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
加快构建
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
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
探索建立从怀
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 18 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
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
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
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
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
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
将九年义务教
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
切实根除“家
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
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
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
让生育权重新回归
家庭
“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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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
中国第

如当初某些人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行后，出生

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 1987 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

人口将迎来暴增，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家统计

处于 35 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 1990 后的

局统计，2010、2015 年中国乡村总和生育率分别

出生人口尚处于 25-29 岁最佳生育年龄。
一旦错过

为 1.44、1.27，其中 2015 年一孩、二孩、三孩及

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

以上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0.61、0.53、0.13。这意味

功半。

着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也不强，
愿意生二孩的也没

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

有 60%，更别说三孩。

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

建议先放开三胎，渐进式改革，以缓解保守派

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这种担心正

人口生育爆炸的担忧，总之不宜再久拖不决。

北京率先试点老年人委托代理与监护服务，老人有了“主心骨”
2021-02-22 北京时间 北京日报客户端
https://m.btime.com/item/f6qovuohs918jg9alihe63jpi94

过年期间，几位年轻社工的到来，让独居老人

护服务试点项目的老人，
大多是没有子女或是子女

禹大爷家里顿时热闹起来。
社工们为老人送来了年

重残的老年人。春节对于他们来说，往往会比较敏

货，陪着他唠家常，还帮着贴上了春联和福字。
“别

感。

干坐着，吃水果、吃瓜子啊。
”老人热情地招呼着

老人告诉社工们，不用为他担心。侄子想接他

大家，久违的笑容爬上脸庞。

去家里住几天，他的亲妹妹也住在附近，去哪边过

2020 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老年人委

年都可以。得知老人过年不孤单，社工们才稍稍放

托代理与监护服务试点，
从而切实解决老年人因监

了心。

护问题而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朝阳区，已经有部分

在社工看来，禹大爷不但健谈，而且十分坚强。

老人签约该项目，有了社工“家人”
，告别了“孤

老人没有孩子，4 年前，老伴因病去世，从此一个

独无依”的生活。72 岁的禹大爷就是其中的一位。

人生活。老人说，小区里有菜市场，如果去远的地
方就骑上三轮摩托车，上哪儿都方便，“自己动还

节前社工探访 贴春联送年货了解情况

能锻炼身体，我这人，
自己能动就不愿意麻烦别人。
”

“上次的苹果你们没吃，都蔫了，比我脸上的

但是，随着年龄逐渐增大，禹大爷在一些事情

褶子还多！
”刚进家门，禹大爷一句话就把大家逗

上也是力不从心。春节前，保姆有事去了海南，老

乐了。原来，社工每次上门，禹大爷都会热情地准

人家里没人归置了，显得有些杂乱。
“等 4 月份就

备好水果、瓜子，常常让社工们感到不好意思。

好了，保姆就回来了。”说起这件事，老人依旧乐

“上次给您带的梨吃了吗？味道怎么样？”社

观。

工穆秋接过话茬，
她一直督促着老人多吃水果。
“还

上门暖心交流 走出孤独的老人退掉保健品

行还行。
”老人答道。
穆秋和同事这次来，除了给禹大爷送年货、贴

“你看家里这么多米面油，都是公司发的。”

春联，
更主要的是想了解下老人过年期间有什么想

听到老人介绍，穆秋不由得心里一紧。老人口中的

法。她告诉记者，参加朝阳区老年人委托代理及监

“公司”，是一家活跃在居民区里的保健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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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经常拉老人去“听课”
，推销产品，禹大

务两类，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爷是他们的老客户。

朝阳区老年人委托代理及监护服务试点项目

在禹大爷家，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各种保健品。

的社工与老人结成对子，陪同老人就医，照顾老人

自从老伴去世后，老人便经常购买保健品，已经花

的日常生活，成为老人的“主心骨”
。

了三四十万元。这一点，正是社工们最担心的。

在老年人委托代理服务中，
老人可以将自己无

“可别再买了，家里的保健品太多了。
”面对

法完成或者不便完成的事务委托给社工，
由社工在

社工的劝说，老人点了点头。他表示，自己不会再

代理权限内，以老年人的名义完成所委托的事务。

买了，因为家里现有的保健品即便不再买新的，一

例如，代为联系家政服务，代缴水电气，代购物，

年也吃不完。老人说，这些年侄子劝侄媳妇也劝，

陪同就医，代为联系法律咨询，或者担任老人入住

现在还有社工劝，他以后会格外注意。

养老机构的担保人等。

话虽这样说，
但老人对保健品的推销员并不反

老年人监护服务，即社工可作为老人的监护人。

感。他点开一位推销员的微信，这是一个帅气的小

根据相关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

伙儿。
“他们都挺好的”
，老人说，这些推销员时常

以通过书面形式确定社工为自己的监护人。在老人

来看他，
除了家里的米面油，
中秋节还会送来月饼。

部分或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社工监护人履

“吃不完，现在家里还有呢。
”

行监护职责。据介绍，社工监护人除了照管老人的

在旁人眼里，禹大爷是被保健品“洗脑”
，但

日常生活，还将管理和保护老人的财产，代理老人

他自己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踩过雷”
。他买过

的诉讼，料理老人的身后事务等。无论是老年人委

羊奶等营养品，也买过羊胎素、虾青素等五花八门

托代理服务，还是老年人监护服务，全程都将由朝

的保健品。他随手拿起一个金色的小瓶，这里面的

阳区民政局和第三方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从而保

胶囊价值 1000 多元。

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直到去年 11 月，禹大爷签约了朝阳区老年人

穆秋介绍，老年人如果想加入该项目，还需满

委托代理及监护服务试点项目，
这种现象才有所好

足几个条件。即：朝阳区户籍、有北京医保或公费

转。该项目由北京睦友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承接，借

医疗、有可支付的固定收入等。除此之外，老年人

鉴国外已有经验，
采用个案管理的方式开展老年人

还要通过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等一系列评估，提供符

监护服务，
目前已开展代购物、
养老机构信息咨询、

合要求的体检报告。

法律信息咨询、陪同就医等不同服务。

据了解，参与项目的老人或是没有子女，或是

穆秋介绍，当时老人很快就签了约，还专门来

子女重残，他们虽然有住房、有退休金，但是生活

到睦友社工的办公地，配合社工做各种评估。
“我

质量非常差。对于那些子女重残的老年人来说，虽

们一个月至少两次上门，并经常和老人电话、微信

然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龄，但由于还有子女需要

交流。
”有了专业社工做“主心骨”
，老人逐渐走出

照顾，他们不敢想象自己的养老问题，备受煎熬。

孤独，不但退掉了一部分保健品，整个人的状态也

“项目的开展，
为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提供

好了许多。

了一种新的思路。”

提供两种服务 老年人可根据自己需求选择

根据评估制定计划 解决老人监护缺位困境

在老年人委托代理及监护服务试点项目中，社

据了解，朝阳区老年人委托代理及监护服务试

工如何成为特殊老年人的“主心骨”？穆秋介绍，

点项目自去年开展以来，
已经有部分老人签约成为

该项目分为老年人委托代理服务和老年人监护服

服务对象。
搬到燕郊居住的陈大爷老两口就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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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老两口今年 70 多岁，十几年前独子去世，

儿子患有重度癫痫，
由于两位老人年纪大了无法照

陈大爷又因眼疾双目失明，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北

顾，目前在昌平某医院集中疗养，每个月住院费约

京睦友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对两位老人进行综合

八九千元。因为这个缘故，两位老人没有精力去做

评估后，确定他们符合项目条件，正式签约为其提

别的事情，
也不敢想象以后的生活，晚上经常失眠。

供委托代理服务，缓解了二老的生活压力。

在签约成为委托代理项目的服务对象后，
社工

两位老人最迫切需要的委托代理服务是日常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
为两位老人分别制定了委托代

生活协助和医疗服务。今年 1 月，陈大爷因为眼睛

理服务计划。社工了解到，张大爷在退休前有一笔

需要复诊，
社工帮助老人预约了同仁医院的眼底门

债务纠纷，法院判决后，对方却拒不还钱，让这个

诊号，并陪同老人就医。整个就医过程非常顺利，

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于是，社工把帮助张大

老人一再表示，有了社工的帮助，挂号看病安心多

爷维权作为委托代理的重点。在社工的对接下，律

了。针对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社工还定期为老人

师免费为老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将继续跟进，维

送上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为他们做好防护。由

护老人的合法权益。

于社工可以作为入住养老机构的“担保人”
，两位

“试点项目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利用社会

老人终于打消了顾虑，
开始考察起北京周边的养老

组织的专业优势，探索形成可行的老年人代理及监

机构。

护服务体系，有望解决老年人因监护人缺位而带来

在专业社工的介入下，
张大爷老两口也重新燃

的现实困境。”穆秋表示，这些老人有了社工“代

起了生活的希望。老两口同样 70 多岁，张大爷一

理人”、
“监护人”之后，后顾之忧将得到解决，从

只耳朵失聪，老伴患有严重的颈椎病。而最让他们

而大大减轻老人的负担。

放心不下的，却是 40 多岁的儿子。原来，他们的

丈夫裸聊，妻子怒提离婚！调解时儿子报血型剧情急转 | 今日法治硬核
2021-02-26 上海法治报
https://mp.weixin.qq.com/s/SxrK0jLTH-YUrMPBi4oHwA

丈夫裸聊被妻子怒提离婚

好友列表中删除，并多次向王女士忏悔，请求她的

调解时意外得知儿子非亲生

原谅。但王女士还是执意要与他离婚。
2021 年初，两人来到了镇矛调中心的调解室，

家住杭州萧山的王女士，20 年前与丈夫李先

人民调解员孙超主持调解。
王女士回忆当时的情景，

生结婚后生下个大胖小子。
去年年底，
王女士发现，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李先生则是一个劲儿地认错。

丈夫爱上了打网络游戏。

在调解员的劝说下，调解渐渐有了眉目。然而此时

有一天，
当她切好了水果端去丈夫书房的时候，

儿子的一通电话却逆转了剧情......

却看到丈夫正用平板和一个年轻女子在裸聊。
原来，

李先生在电话中得知儿子去献血了，
随后他喃

李先生在游戏中，认识了年轻女子小丽，并组了 CP

喃自语道：
“我才知道他是 O 型血。我是 AB 型血，

（英文 Coupling，简称 CP，表示游戏中的人物配

我儿子怎么可能是 O 型呢？”（按照遗传生物学概

对关系）
。

率，AB 型血型人的孩子，有 A 型、B 型以及 AB 型

东窗事发之后，李先生卸载了游戏，将小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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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女士，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到了。

孩子。

眼看着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预想的轨迹，调

李先生执意要离婚，并提出“她得净身出户，

解员孙超建议夫妻俩回去冷静一下，
之后再行调解。

并且赔偿我这么多年来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

春节前的一天，夫妻俩又一次坐在了调解室。

见夫妻二人已经彻底没有了重归于好的可能，

王女士向丈夫坦陈了自己隐藏了 20 年的秘密。原

调解员准备采用背靠背调解的方式，
引导二人换位

来，王女士与李先生恋爱时，曾经因为吵架冷战。

思考，各退一步，好聚好散。

刚好前男友想要复合，
王女士禁不住他的死缠烂打，

最终，
双方同意四套房产中的两套归王女士所

半推半就与他发生了关系。之后，她彻底与前男友

有。两人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文中当事人除

断绝了联系，还是和李先生成了家。直到拿到鉴定

调解员外，均为化名）

书的那一刻，
她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怀的是前男友的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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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媒体视点
这一代年轻人，连离婚自由都没了？
2021-02-19 搜狐号 每日人物
https://m.sohu.com/a/451382255_382484?spm=smwp.home.fd-important.18.1613723670951XTNGACf&_trans_=000012_uc_wzdhx

离婚冷静期“满月” 沈阳挽回 13 对冲动夫妻

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离婚增加了难度，变得

最终，夫妻俩 50 分钟的谈判，以一方遮遮掩

不自由了，当一项制度开始宽进严出，只会导致大

掩、另一方不想撕破脸皮而结束。张晓宣布和其他

家开始思考婚姻的必要性，并用脚投票，更加审慎

女孩不再有往来，回归家庭，而李婉提出了离婚，

地决定是否进入婚姻。
”

张晓同意了。
“两个人都很难过，但都松了一口气。”李婉

文 | 邬宇琛

说。那是个有些微妙的场景，没有和解，但达成了

编辑 | 金匝

一致。
回家的路上，他们还像普通恋人一样牵着手，

运营 | 林塔

聊着天。张晓告诉李婉，他是过错方，没有理由不

第三次预约离婚

同意离婚。
但至少在这次谈判发生时，
李婉还没有完全下

今年 1 月，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早晨，李婉躲进

决心要离婚。她需要去当地民政局的网站上预约，

了厕所，开始第三次线上预约离婚。她双手有些颤

只有预约成功了，才能在特定日期再去民政局提交

动，
生怕因为点错手机屏幕的按钮，
导致约不上号，

离婚材料。
李婉把预约离婚到去民政局正式申请的

“那种感觉，
就像是在抢一张令人期待的演唱会门

这段时间，视作对这段婚姻的观察期，她深处矛盾

票”
。

之中，一方面，她希望自己马上脱离苦海，另一方

虽然激动，不过她也清楚，这个预约号，不会

面，她又希望对这段婚姻再观望一下，因为牵扯她

成为她日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因为不管是从情感

的已经不只是感情，还有家庭和孩子。

还是流程上看，能不能真的离婚，仍然有太多不确

1 月 9 日，李婉开始了在网上进行第一次离婚

定，这段婚姻，暂时还没有结局。

预约。在广州民政局的预约系统上，能够约到的号

30 岁的李婉是四川人，丈夫张晓是广东人，

码已经排到了 2 月 9 日，而且地点在从化区民政

他们从大学时期就开始谈恋爱，毕业之后，李婉和

局，较为偏僻，离李婉所在的天河区有 40 公里。

张晓进入同一家公司的不同部门工作，2017 年，

李婉犹豫了一下，也担心张晓以距离太远为理由不

他们领证结婚，并在广州买了房，看起来一切都很

去，最终没有预约，但很快，这个从化区的名额也

顺利。

被抢走了。

真正走到离婚这一步，
原因太多，
新鲜感失去，

1 月 21 日，李婉看到 2 月 9 日从化区 9：00

丧偶式育儿……李婉都经历了。直到去年 12 月，

的离婚名额又有了，这次她没有犹豫，直接预约。

一条最终的裂缝出现。那天，李婉想借张晓的手机

这期间，每过一段时间，李婉就会登上预约系统去

用，张晓拒绝，李婉察觉到不对劲，后来她偷看了

看看，直到 31 日早晨，她发现 2 月 10 日的离婚预

张晓的手机，
发现了对方隐藏的秘密——张晓出轨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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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号码还有很多，
于是她颤抖着将从化区的离婚预

元一单，抢不到不收钱。虽然后来提供代抢服务的

约改到了天河区。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预约终于完

黄牛在各大电商平台及社交网络上消失了，但每日

成。

人物从一位黄牛口中获知，
离婚预约代抢其实至今

预约成功只是开始。据官方给出的《离婚登记

还在继续，不过“现在风声比较紧”
。这名黄牛开

须知》
，预约成功之后，需要再经历离婚申请、等

出的价格是 500 元一单，同样担保抢不到不要钱，

待初审、进入离婚冷静期、审查材料和离婚登记几

并承诺可以插队预约，前提是需提供名字和所在区

个阶段。其中颇受讨论的是“离婚冷静期”
，2020

域。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

“把自己预约到的号给需要的人就可以，
可以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其中关于“离婚冷

让亲朋好友一起预约，家里人就好几个（在做这件

静期”的条款是：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

事）。另外，有亲戚在民政局里面工作就更容易解

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

决。”这名黄牛说。他还透露，他已经成功帮 5 个

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条款从今年 1

人安排了离婚预约。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去年 5 月，离婚冷静期条款通过后，网络上也

李婉对离婚冷静期还没有概念，
单单是预约离

出现过各个省市离婚人数激增的消息。离婚率越来

婚的过程，就已经足够让她生气：
“我特别希望是

越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有数据显示，从 2005 年

这样的：当我想离婚的时候，立马就可以申请到，

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从未降过。2019 年，离婚率上

第二天就去办理，然后再给离婚冷静期。现在的问

升到 3.36‰。除了因为各种琐事离婚，还有一个

题是，预约都预约不上，莫名其妙就被强加上了一

时代因素，是和房子有关。

段冷静期。

2011 年，因为工作的关系，童欣将户口迁到
了广州，一年后，她购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当

黄牛和“运作”

时这套在番禺区的 38 平米房产，只需要 57 万元。

和李婉一样，
在预约离婚这件事上一号难求的

2016 年，童欣准备结婚，赶在结婚之前，她付清了

人还有很多。

第一套房的所有房贷，又购买了一套房，当时广州

一月底，有媒体报道，广州市在 3 月 1 日前离

的购房政策是，在无住房贷款的前提下，购房只需

婚的预约名额已经约满，
最近一个月“无婚可离”
，

要付三成首付。等到 2017 年左右，童欣购买的第

随后“广州 2 月离婚名额已全部约满”的话题就引

一套房已经从 57 万元涨到了 157 万元左右，她将

发热议，冲上热搜。当地民政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辟

其卖出。

谣，称消息并不属实，有许多人网上预约成功后并

广州房价的大涨让买房投资诱惑力十足。
在过

不到现场办理，导致预约号被占。

去，离异人士购房还可以有首套资格。
但最近几年，

每日人物登录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

各地为了调控楼市，出台了购房限制的各种政策。

查询发现，广州市的离婚登记申请名额，确实已经

以北上广为例，在北京，如果假离婚买房，需要等

约到了一个月后的 3 月 17 日，都约满了，没有余

待一年，首套首付购买非普通自住房比例 40%，而

号。3 月 18 日当天，只有增城区民政局有少数号，

且需要本市无房无贷款记录，要求十分严格。

但这个民政局离市中心有段距离，
之后的日期也还

上海最近刚刚出台了最严格的政策，
夫妻离异

没有开放预约。

的，任何一方自夫妻离异之日起 3 年内购买商品

一门离婚生意就此诞生了。
有媒体在此前的报

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

道中提到，黄牛可以代抢广州离婚预约名额，600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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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城市里较短的。满了一年，且符合无房无贷

第一次是预约办理离婚登记申请，然后等待

款，就可以按首付 30%买房，这个比例在一线城市

30 天的离婚冷静期过去。如果没有人撤回这个申

里也是最低的。有 1 套住房且贷款还清的，首付则

请，男女双方必须在第 31 天至第 60 天内，再预约

是 50%。

去民政局办理正式离婚的手续。

去年 6 月左右，
童欣考虑在天河区的珠江新城

“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能不能约到后

再买一套房，房子投资价值不用说，她还同时考虑

来第 31 天至 60 天的号？如果约不到，就视为男

到了孩子的学位问题。
因为此前已经将名下的房子

女双方撤回登记申请了，想离婚只能重新预约，再

卖了出去，如果离婚一年后买房，她符合首付只付

来一个冷静期。
”龙中美说。

50%的购房条件；如果没离婚，首付比例将会达到

对约不到号的恐惧是存在的。在离婚冷静期执

70%。

行前夕，龙中美和她的团队接到了很多委托起草离

童欣把离婚买房这件事情称之为“运作”
。早

婚协议的案件，
她记得有一位广州的委托人因为在

几年，周围的同事都陆陆续续地已经通过这种“运

广州只能够约到一个月后的离婚号，
因此在龙中美

作”买房，他们的经验告诉童欣，这件事情是可行

帮忙起草完离婚协议后，
便匆忙飞回了老家河南办

的。和丈夫的沟通很顺畅，没有异议，去年 8 月，

理离婚手续。

童欣签了买房的意向合同，9 月，他们赶在离婚冷

去年 10 月份，龙中美还遇到一个案子，一位

静期生效前办理了离婚。等到今年 9 月，离婚满一

丈夫因为妻子多次赌博，欠下巨额债务，丈夫想要

年后，就可以正式办理房子过户了。一位同事也紧

协议离婚，但此时离离婚冷静期生效不到两个月，

跟在他们之后离婚，
“政策收紧了就麻烦了”。

担心约不到号，妻子不愿意离，中间再拖延，离婚

童欣去离婚的那一天，和平日没有太大差别，

只怕更难，
龙中美只能帮这位丈夫提起了离婚诉讼。

去了一趟民政局，约了父母、孩子一起吃了个饭，

龙中美认为，一个直观的变化是，30 天的离

吃完饭后又去上班。对于童欣而言，这个过程没有

婚冷静期开始后，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达成离婚协议

仪式感，更像是办一个普通的手续。
“我觉得婚姻

的人反悔，
最终协议离婚无法成功的人们会被导向

应该也是挺神圣的，
但生活是很现实的。
”
童欣说。

诉讼离婚，从而导致法院的离婚案件数量增加。

好在，童欣没有赶上最难预约离婚的时候，今

“但更加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离婚冷静期会加

年，她的新房已经涨了 50 万左右，她暂时还没决

重强势方对弱势方的欺压。
因为在协议离婚的过程

定何时复婚。

中，男女双方必定是存在多次来回协商、多方博弈
的情形。在离婚冷静期之前，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

还要进入婚姻吗？

可以马上到民政局离婚，离婚协议就生效了；现在

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离婚，
对这一代年轻人来

加入了 30 天离婚冷静期的变数，协议的强势方反

说，离婚的难度确实加大了。线上预约的限制、离

悔更容易了，弱势群体想要离婚成功，要么接受远

婚冷静期的实行，让离婚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难。

差于原来的离婚协议方案，
要么只能通过漫长的诉

龙中美是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家事律师，从

讼离婚程序离婚。”

2016 年起进入婚姻家庭法律服务领域。在回答关

她也表示，自己接触到想要离婚的委托人，男

于广州市离婚预约爆满的问题时，
她表示每天限制

女都有，但女性居多，而提出离婚请求时，往往是

离婚数量是存在的。其实在离婚冷静期实行之前，

女性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广州已经开始线上预约离婚，
但在离婚冷静期正式

龙中美不认为离婚是件坏事。多年以前，她接

实施后，当事人离婚得预约两次，手续更复杂了。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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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赶出家门，
之后和自己丈夫协商了两个月都无法

被情绪击败了：
“我过不下去貌合神离的生活，如

回家，也不让她见孩子。龙中美介入后，帮助她提

果不喜欢了，或者我的爱也被分出去共享，我觉得

起了离婚诉讼，指导她对家暴取证，并查到了男方

恶心，我一刻也不想停留。
”

拥有两套房产的信息，
最终案子的结局是达成调解，

2 月 9 日，李婉和张晓拟好了离婚协议，张晓

这位妈妈拿到了一套房子和孩子的抚养权，
而这样

态度分明，要求房子的首付归自己，房子涨价的差

的结果，
是
“当事人被赶出家门时想都不敢想的”。

价可以补给李婉，孩子抚养费一人给一半。李婉想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离婚增加了难度，变得

起过去张晓曾和她说过，真有离婚这一天，要把一

不自由了，当一项制度开始宽进严出，只会导致大

切身外之物给李婉，可离婚摆在眼前时，一切都成

家开始思考婚姻的必要性，并用脚投票，更加审慎

为了云烟。

地决定是否进入婚姻。
”龙中美说。

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呢？李婉还没想好，回

就像李婉，未来对待下一段婚姻，也会更加审

四川还是留在广州？而且还有 30 天的婚姻冷静期

慎。后来，民政局给李婉发了信息，告诉她离婚预

等待着她，真正的离婚时刻，并没有到来。

约成功，她猜这条信息张晓也收到了。那次谈判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皆为化名）

后，张晓依然没有如李婉所愿回归家庭。李婉彻底

《反家暴法》实施 4 年，如何让法律长出牙齿？
2021-02-08 南都观察家
https://mp.weixin.qq.com/s/5YBM3yx7yg4HQmmLk14KgA

作者：陈丽媛

一次采访中认识了蜂农扎西，47 天后，两人结婚，

本文经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授权转载

长居青海省贵德县。马金瑜曾称，丈夫扎西“心像
山上的泉水一样干净”，自己遇到了爱情。但她也曾

他们无论是遭受了法律规定中的冷暴力、语言

在采访中直言，在和丈夫共同经营的电商生意中，

暴力还是肢体暴力，一方都因为另一方的行为受到

文化差异给两人的感情造成冲击。

精神上的长期控制，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做出正确

事情真相如何，尚待调查。不过，这篇文章也

反应的能力。
“关系是极度不平衡的，真正遭遇家暴

让家暴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2020 年，拉

的人中有很大比例是无法保护自己的。
”

姆案和山东女子不孕被虐致死案就曾引发舆论关

现实中，家暴类案件，公权力在众多因素下往

注。

往难以介入，而妇联等机构又缺乏强制力，更多起

家庭暴力的难题为何如此难解？此前，中国新

到心理疏导作用。

闻周刊曾采访多位婚姻家事律师、刑事律师、前民

近日，一篇题为《另一个“拉姆”
》的文章刷屏。

事法官以及警察转型的民间公益组织负责人，试图

文章中，前媒体人马金瑜控诉其遭遇了长期家暴，

从他们的视角和工作经历中厘清当一场家暴发生

被丈夫扎西打至骨折、昏厥、大小便失禁、视力模

前后，哪些系统性问题是始终存在的。

糊。

▌认定难、门槛高

此前，马金瑜和蜂农丈夫的“爱情童话”曾数
度被主流媒体报道，成为美谈。2012 年，马金瑜在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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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10%左右。
”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轶认

另一方的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长期控制，并在很大程

为，法律认定的家庭暴力和大众理解的家庭暴力之

度上丧失做出正确反应的能力。“关系是极度不平

间的差距，是致使当前很多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

衡的，真正遭遇家暴的人中有很大比例是无法保护

的根本原因。取证难、认定难，是家庭暴力被法律

自己的。”

承认的障碍。

多位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暴的终止和行

家庭暴力往往发生于一瞬间，且大部分发生于

为后续的处理息息相关。

私密场所。在事后取证中，很多家暴的受害者并不

“抛开前期的难度问题。比如她问我，如果能

知道应该取什么样的证据，也不知道应做伤情鉴定，

认定，我能得到什么？”法官加律师的多年司法工

这就导致大部分案件中的证据都无法使用，“比如

作依然让张逢春感到对这个难以回答，在当前的案

局部的伤痕照，第一没办法证明是你，第二没办法

件处理中，家庭暴力类案件认定后的精神补偿往往

证明是对方殴打所致。
”易轶说。

被忽略不计，物质生活的快速提高和精神补偿的空

在法律证据的认定中，需要证据的关联性和连

白使得很多家暴受害者的心理问题始终难以忽视。

续性。易轶透露，现行的家暴认定中，需要有效认

2013 年 2 月 3 日，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离婚案

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接证据形成证据

宣判，法院认定李阳家暴属实，判决两人离婚，并

链才能被法院认可。这要求家暴的受害者不仅要提

赔偿妻子李金 5 万元精神抚慰金。

供局部的伤痕照，还要拍摄露出脸部的全身照，此

“现实中（精神抚慰金）10 万算高的了。10 万

外还需要医院的诊断记录，甚至施暴者侧面承认施

现在能干啥，连抑郁症都治不好。”张逢春说。

暴的书面或者录音证据。

家暴施暴者的后续问题依然复杂，解决难题需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取证标准非常高。”在

要更加完备科学的配套措施。张逢春介绍，当前，

易轶经手的案件中，家暴导致的轻伤以下伤情很难

部分国家会针对施暴者进行强制医疗，直到相关机

被法院认定为可以离婚的依据，“但实际上轻伤已

构出具评测报告认定其已“恢复正常”，才能解除强

经是很严重的了，轻微伤就可以被行政拘留了。”

制医疗措施。

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的界定难是公权力难以

▌“不是法律的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

“插手家务事”的原因。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逢春在专业从事

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婚姻家事类案件代理前曾是朝阳区人民法院王四

力法》
（以下简称《反家暴法》
）正式实施。
《反家暴

营法庭父母儿童维权合议庭的一位法官。在过往的

法》中解释，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司法工作中，她发现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往往难以

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

界定。例如，当事双方身上均有伤；当事一方在暴

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力发生前曾长时间对另一方进行语言谩骂，导致另

“真能用到的，反而不是家暴案件本身。”张逢

一方的暴力；两人厮打中的无意识伤害等情况都导

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家暴认定的高门槛，使

致家暴的认定具备特殊性和高门槛。

得出台后的《反家暴法》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中，更
多使用在了离婚案件中的抚养权争夺和分割财产

家庭暴力和常态性的家庭纠纷是区分家暴受

问题上。

害者的工作难点。张逢春总结发现，无论是做法官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
“浪费”了《反家暴法》的

还是做律师期间，都会发现家暴的受害者在诉诸法

本意。

律时的畏缩和反复。而他们无论是遭受了法律规定

北京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给《反家暴法》

中的冷暴力、语言暴力还是肢体暴力，一方都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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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李莹表示，
《反家暴法》

《反家暴法》实施后，李莹一直致力于对公安、

之所以在颁布后没有得到合理的使用，比起法律本

妇联、律师、社工等全国各地基层执法人员的培训。

身，更多的是实施阶段的问题。

她发现，
《反家暴法》发挥效用时的阻碍从根本上是

“虽然《反家暴法》没有那么完美，但是从总

宣传培训的问题，很多一线司法、执法工作人员甚

体来讲，该有的制度都有了。
”李莹认为，
《反家暴

至根本不知道有告诫书，对于《反家暴法》中的具

法》中关于公安机关应如何处理报警，
《告诫书》的

体规定、救济措施和自我职责也不甚了解。

使用，强制报告制度的应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

一位基层法官在沟通中告诉李莹，之所以不发

请甚至法律援助等条款都有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

布人身保护令，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离婚才需要人身

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利用。

保护令。李莹解释，人身保护令是独立程序，目的

2020 年 11 月 25 日，最高法院联合全国妇联、

是隔离双方的暴力环境，和离婚与否没有关系，不

中国女法官协会召开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

需要依附于离婚诉讼。且因为该程序起到“安全墙”

委员、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郑学林表示，截至 2019

的作用，所以门槛一定要低，否则起不到效果。

年 12 月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5749

“拉姆的悲剧发生后，很多网友呼吁建立《拉

份，有效遏制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姆法案》。但作为专业人士，我们真的认为不是法律

“这么多年发了五千多份，这么大的一个国

的问题，我们是有《反家暴法》的，是执行的问题。”

家。
”李莹感叹。

李莹说。

李莹认为，制度如果没有被“激活”
，司法机关

▌习得性无助

不能理解运用《反家暴法》
，一切都是空谈。降低家
暴认定的门槛，人身保护令才能满足需求。李莹透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习得性无助是受访

露，截至目前，她所代理的当事人中在北京尚未成

者们口中的高频词，用来形容他们接触过的家暴受

功申请过一例告诫书，而在以“拉姆案”为代表的

害者。
公开信息解释，习得性无助是指一个人经历了

分手暴力中，告诫书的威慑作用不容忽视。

失败和挫折，将不可控制的消极事件或失败结果归

“数量”之外，执行的“质量”问题让多位律

因于自身的智力、能力时，一种弥散的、无助的和

师在采访中反复提及。

抑郁的状态就会出现，无助感也由此产生。

“我最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按流程处理

无助感在长期暴力的刺激下往往会导致极端

了。这比不处理还可怕。
”李莹认为如果公权力不能

事件的发生，刑事律师彭逸轩对此深有感触。

及时有效地处理家暴问题，会使公众失去对法律和
公权力的权威性的信心。在过往家暴类案件的处理

“其实我见到的更多是反弹——频繁的家暴

中，即时性和有效性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警方介

会激发弱者反抗的能量。”彭逸轩透露，这种能量是

入后以家务事、夫妻吵架等流程处理，被家暴一方

爆发性、反弹性的。此时，长期的受害者会转变为

很容易产生“警方无法保护我”
、
“
《反家暴法》没有

施暴者，因为力量的不平衡，此时的施暴者往往会

作用”等心灰意冷的想法。

采取隐蔽又极端的行为，例如下毒、刀砍等，
“甚至
直接趁睡着就给闷死了。
”

而在相关部门的处理惯例中，家暴类案件的报
警往往会被当做家务事来处理，“他们内心是真的

彭逸轩总结，长期家暴的走向往往有两个，一

认为这是夫妻间的事。
”张逢春说，现实中，家暴类

种是导致被施暴者的极端反抗，酿成刑事案件，另

案件，公权力在众多因素下往往难以介入，而妇联

一种是被虐待致死。对于后者，他认为和当前的社

等机构又缺乏强制力，更多起到心理疏导作用。

会风气有较大关系，家暴发生后，往往被认为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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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利益，在周围人的眼中仍然是私事。

“家暴的解决不是单个机关或个人的问题，也

“很多时候，受害者那种无力反抗、不想反抗、

不是某个群体的问题，这种普世性问题的解决需要

不能反抗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的。”家暴的发生具

整个社会的联动。”易轶说，联动是当一起家庭暴力

有普遍性，和职业、受教育程度无显著联系。彭逸

发生后，涉及的相关公权力机关、组织机构、群体

轩回忆，7、8 年前，曾接待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老年

和个人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

女性当事人。沟通过程中，该当事人一直盯着门缝

万飞创办的反家暴公益组织“监利市蓝天下妇

看，担心丈夫随时会闯进来。她告诉彭逸轩，自己

女儿童维权协会”
（以下简称“蓝天下”）是当前备

从年轻时候就遭受家暴，但是因两人均为高职称知

受认可的成功实验。

识分子，导致没有人相信其被长期施暴。
“后来也没

在专业从事反家暴公益活动前，万飞是湖北省

进入离婚程序。她担心如果离婚不能摆脱他，会招

监利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30 余年的从警生涯，

致更严重的暴力。
”

让他深刻了解家暴问题的痛点难点。

因此，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来说就格外重

在万飞看来，反家暴联动机制的核心是协调。

要。

“多部门的联动，跨区域、跨领域，很多都是平级，

“至少要把施暴者和受害者分开，这是最重要

谁听谁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反而成为

的一件事。
”易轶透露，人身保护令在当前的司法实

了纽带，把妇联、派出所、法院等组织机构串联起

践中，还仅限于威慑作用。
“如果公权力的介入不能

来，让遭遇家暴的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

控制当时的情况，某种程度上是纵容了家暴的延

减少受害者四处碰壁的遭遇。

续。
”

“（受害者）需要心理咨询师，我们就找咨询师；

李莹强调，要认清发生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性，

小孩需要读书，我们就通过妇联找教育部门；警察

在当事人申请人身保护令时要降低当前过高的门

来了，我们知道如何帮助来中止暴力。”万飞在这种

槛，不应该一定要当事人提供特别充分的证据，而

点对点的联动中，摸索出了一些窍门。

应该有一个显性条件都可以申请。

“蓝天下”具不具备可复制性和延续性，是当

李莹认为，人身保护令的申请难度较大，和部

前司法从业者们观望的焦点。

分司法人员对人身保护令的误解有关。他们认为一

一些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蓝天下”成立

旦颁发人身保护令，即为认定家暴存在，涉及到离

至今，成为国内反家暴领域的知名民间组织，但“蓝

婚损害赔偿，会对离婚案件产生实体性影响。
“告诫

天下”的成功是否和万飞此前的警察职业有关？其

书是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可能对离婚案件有实体

他人具不具备类似的和各级公权力机关沟通的能

性影响，但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对受害者人进行的

力？在其他地方能否成功开展类似的联动行为？

一个程序保护，不是证据的概念。
”

这让他们倍感期待。

即使能够成功申请人身保护令，执行力度也是

万飞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这个东西到别处

众多法律从业者们心头的疑惑。张逢春介绍，目前

能不能做好？”

人身保护令的规定是，法院执行，派出所、居委会

在总结了“蓝天下”的联动经验后，2017 年万

协助。但是对于如何协助、协助力度，则并不明确。

飞将“蓝天下”从周边的县市开始扩散开来，他发

截至目前，易轶代理的案件中，还没有一例进入执

现早期活动的确离不开熟悉的土壤，但此后“蓝天

行层面。

下”在其他地方的顺利开展让万飞相信联动的内核
是通用的。
“我们提供的是沟通的方法和协调经验，

▌“联动”的社会性实验

来引起当地妇联、公安等部门的重视。”同时，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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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为各地的公安等部门提供培训服务，在培训中，
反家暴的意识和常识也慢慢建立了起来。

5 年来，
“蓝天下”联动的很多部门都换了一把
手，但万飞感觉工作依然顺利。

回答民法典 · 以案说法 | 姚佳：
兼顾人文关怀与时代发展的婚姻解除制度
2021-02-21 中国法学网
https://mp.weixin.qq.com/s/7bCWIZvwrhfKn6xCar4Llw

婚姻本身的意义与价值。
如何把握夫妻感情确已破

作者 | 姚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审、
《环

裂这一判断标准，确实给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提出

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主任。

了难题。

来源 | 《光明日报》2021 年 1 月 26 日，光明网-法
治频道 2021 年 1 月 25 日，原标题“起诉离婚，哪些情形

在婚姻自由的基础上，婚姻法作为一种国家干

下夫妻才可‘一别两宽’”。光明日报记者靳昊、光明网记

预形式，其所要实现的是如何更好地保障个体权益

者孙满桃采访整理。

与人格独立，通过制度完善实现价值选择与法律规
则的合理可行。在诉讼离婚情形下，人民法院以调

专家说法

解为前置程序，对于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兼顾人文关怀与时代发展的婚姻解除制度

主要从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
的现状和有无和好的可能等多方面进行判断。

婚姻家庭法是典型的身份法，蕴含伦理性、人

然而，
在实践中，
法官作为某一婚姻关系的
“旁

文性，是“法律化的道德”和“道德化的法律”充

观者”
，即便其再换位思考，也很难将自身完全“代

分融合的体现。
婚姻家庭法的制度构建充分关照个

入”某一具体的夫妻关系之中，可能会遇到较多判

体与家庭利益，并旨在实现个人、家庭、社会与时

断难题。这也就出现了当事人意欲坚决离婚，而法

代“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发展。

官却试图从客观角度判断不准离婚等诸多
“两难境

在我国，离婚有两种方式：一是协议离婚，当

地”。

事人在自愿情况下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

民法典在婚姻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

手续。二是诉讼离婚，在夫妻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

增加了相关判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即第一

时，需到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是否准予离婚的判

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

决。本案属于诉讼离婚案件，刘某两次到法院起诉

离婚后，双方又分居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

与祝某离婚，
但法院认为双方的婚姻关系还有改善

的，应当准予离婚”
。这一规定对当事人具有积极

可能，不足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因此没有准

意义，
对法官掌握相关判断标准也增加了一定可操

予双方离婚。

作性。

实践中此类案例不在少数。
一方反复起诉离婚，

2020 年 12 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而另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考虑到不存在重婚、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他人同居以及家庭暴力等情况，均判决不准离婚，

第 22 条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经人民法院判决不

而双方事实上已经不存在感情，
只能勉强维系形式

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

上的婚姻关系。
这种情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

诉讼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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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本案二审时民法典已正式施行，案情也符合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均系再婚，对于家庭生活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因此，二审

中产生的问题应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加强沟通。

改判准予离婚。

只要双方各自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
加强沟通和交

本案是适用民法典新规定审结的全国首例婚

流，双方的婚姻关系还有改善可能，此案不足以认

姻关系解除案件，
体现出法律旨在维护婚姻家庭当

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驳回离婚请求。

事人合法权益的人文关怀，
同时也实现了符合现实

刘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需求和时代要求的公正裁判价值。

1 月 13 日，该院经审理认为，法院于 2019 年 5 月
判决双方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至今已满一年，

▎回答民法典·以案说法

现刘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应当

关键词

准予，改判支持刘某的离婚请求。。

诉讼离婚

法条

概述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
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离婚协议应

每个人都置身于一定的亲缘关系之中，家庭、

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

婚姻成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与载体。近年来，受

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第一千

社会发展、观念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影响，

零七十六条）

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发展，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

婚姻大事不可视同儿戏的传统观念仍值得珍视，

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说离就离”也不能成为一时的任性之举。民法典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

对因感情破裂而准予离婚的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

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案例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

刘某与祝某 2005 年登记结婚，
双方均系再婚，
婚后未生育子女。
双方婚后因拆迁利益分配产生矛

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

盾并分居，刘某于 2019 年 4 月向法院起诉请求离

恶习屡教不改；
（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

婚被驳回。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

2020 年 10 月，刘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其主

当准予离婚。

张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后，
双方仍然处于分居状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

态，关系并未改善。祝某不同意离婚，经法院主持

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第

调解，双方仍各执己见。

一千零七十九条）

判决补偿 5 万！离婚家务补偿怎么算？专家建议→
2021-02-05 中国妇女报

记者 王春霞

https://mp.weixin.qq.com/s/vaMZat2BfAOOqP9EKZv7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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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产制，
只要符合

本案不宜处理，双方可另行解决。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

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这一条件，离婚时均有权向

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

另一方请求补偿。

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

尽管家务补偿制度并没有特别指向男性或女

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

性任何一方，但从现实针对性上说，主要是保护婚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姻中的女性权益，是符合男女实质平等要求的。

法院认为，对于王某要求的补偿款，因王某在

近日，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

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适用民法典更有

定首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
法院判决男方

利于保护王某合法权益，
故现王某要求陈某给予补

给付女方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偿，理由正当；对于补偿的数额，法院综合考虑双

陈某与王某于 2010 年相识、相恋，2015 年登

方结婚的时间、双方所述的生活情况等予以酌定，

记结婚并育有一子陈小某。
双方婚后初期感情尚可，

对于王某过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18 年开始产生矛盾，2018 年 7 月分居至今。自

最终，法院判决陈某与王某离婚；孩子陈小某

2018 年 11 月后，陈小某随王某居住生活。

由王某抚养，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 2000 元，享有

陈某于 2019 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后

探望权；共同财产由双方平均分割；同时判决陈某

撤回起诉；于 2020 年又起诉离婚，法院判决驳回

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陈某离婚请求。2020 年 10 月，陈某再次向房山法

目前，该案还在上诉期内。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孩子归陈某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冯淼告

抚养，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

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对于王某提及的

王某认为，首先，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不

“陈某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对其造成精神损失的

符合离婚法定条件，因此不同意离婚；其次，婚后

情况，因为没有相关证据，法院并未支持。

王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陈某除了上班，其他家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但淑华告诉记者，家务补

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同时，双方在婚姻存

偿制度是 2001 年修正婚姻法时增设的一项制度，

续期间出资为陈某母亲名下房屋进行装修，
且陈某

目的是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付出较多家务劳动

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对王某造成精神损失，
故要求

一方予以经济上的补偿。
考虑在家务劳动中付出较

分割财产，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 16 万

多义务一方往往收入水平较低，
其家务劳动的价值

元。

可以通过离婚时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得以体现，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婚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

所以要求家务补偿制度的适用以夫妻实行约定分

离婚系双方自由、自愿的选择。本案中，陈某多次

别财产制为前提条件。

起诉离婚，且双方现分居已满二年，虽王某不同意

“但由于现实中极少有夫妻实行约定分别财

离婚，但足以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故对于陈某

产制，所以家务补偿这一制度的适用非常有限。”

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孩子的

但淑华说，与此同时，实践中不乏在家务劳动中付

实际情况、双方陈述的意见，综合考虑本案的情况

出较多义务一方收入也较多，或是已经付出的家务

确定孩子由王某抚养，
陈某给付抚养费并享有探望

劳动尚未转化为有形财产，
离婚时无财产可分等情

权；根据双方共同财产情况予以分割；就陈某主张

形，原有规定在这些情形下显得有失公平。

的共同债务，
因王某不予认可，
且涉及案外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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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无论是实行法定财产制还是约定财产制，无论

需要注意的是，
家事补偿需要在离婚起诉时一并提

是共同财产制还是分别财产制，只要符合“夫妻一

起，离婚后不再受理。

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

但淑华也提到，
家务补偿制度的适用目前仍然

担较多义务”这一条件，离婚时均有权向另一方请

存在计算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在她看来，婚姻是一

求补偿。这更好地肯定和体现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个伦理实体，对家务劳动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损失

但淑华进一步解释，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不宜用完全市场化的价格去衡量，而且有一些家务

调查、2018 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等很多全国性调

劳动可能也不存在对应的市场化价格。最高人民法

查都表明，
女性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总体多于男性，

院可以在司法解释中给出一些相对明确、
可操作的

所以尽管家务补偿制度并没有特别指向男性或女

标准或考量因素，如婚姻关系存续时间长短、家务

性任何一方，但从现实针对性上说，主要是保护婚

劳动的强度、承担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等，用以确

姻中的女性权益，是符合男女实质平等要求的。

定家务补偿的具体数额，
以免人民法院自由裁量空

冯淼告诉记者，
家务劳动补偿标准需要参考哪

间过大，出现司法不统一的问题。

些因素，
抽象的家务劳动如何转化为可以量化的补

来源/中国妇女报（ID：fnb198410）

偿数额，
不太好掌握，
需要有一些具体标准。
此外，

作者/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王春霞

证据收集也是难点，
如何证明一方在家务劳动中付

编辑/陈晓冰

出比较多，也需要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该案中男

审核/志飞

方认可女方照顾孩子、
一般家务付出比较多。此外，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元家务补偿，比小时工还少？民法典里有依据！
原创：2021-02-22 法治日报

记者 朱宁宁

https://mp.weixin.qq.com/s/1yf9QcchCUZT2qpJOTT9ug

近日，
“全职太太离婚获五万家务补偿”一事

法典的一些新规更是直接影响着离婚案件的审理

冲上热搜。对于这一判决结果，不少网友表示：
“该

结果。
冲上热搜的这起离婚案子是民法典实施之后

给，且应该给更多。
”但与此同时，一个不小的争

北京首例适用民法典最新规定作出的有关家务劳

论也随之出现——究竟该不该牺牲自己为家庭付

动补偿案例。

出？有观点认为，当了 5 年全职太太才获赔 5 万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
夫妻一方因抚

元，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这补偿的标准甚至比

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

请小时工还便宜，
为家庭付出多的一方未免代价太

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

大了。

当给予补偿。

一时间，对于离婚补偿众说纷纭。做家务是不

“民法典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
在于明确表明

是都白做？究竟该不该多为家庭付出？付出多的

立法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

一方最终是否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授龙俊指出，之所以要规定这一制度，立法本意即

值得关注的是，2021 年 1 月 1 日，民法典正

在于通过增设一个家务补偿来鼓励夫妻双方多对

式实施，
开始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

家庭付出，从而有利于维持家庭的和谐稳定。而在

响，最能带来明显变化的莫过于婚姻家庭领域。民

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大背景之下，
不能简单地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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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补偿标准与小时工收费标准进行机械地

具体家务类型，比如是照顾老人、孩子多一些，还

挂钩。

是操持一般家务活比较多，等等。

对于在司法实践中家务劳动补偿金额过低导

“总之，具体的补偿数额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

致做全职太太比当小时工还要便宜的担心，
龙俊认

合考量。”冯淼说。

为没有必要。
“民法典中的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是

家务劳动价值一直被低估

以共同财产制为前提，
是在此基础上再对家务劳动
进行额外的补偿。
之所以删除了此前分别所有制的

细心观察不难发现，
当下婚姻家庭中的一个主

前提，意味着在未来，民法典对婚姻中对家庭付出

要矛盾就是双方都不太愿意为家庭付出太多。
一个

较多的一方的保护是有所加强的。
”

不争的事实是，一直以来，照顾家人、买菜做饭、
打扫卫生等做家务的价值也确实被低估甚至不被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元家务补偿

承认。这种轻视家庭付出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

2015 年，陈先生与王女士登记结婚并育有一

婚姻中双方都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家庭，
转而

子。但婚后不久，双方开始产生矛盾，并于 2018

都喜欢在外“打拼”
。最终，经常会因为家庭琐事

年 7 月开始分居至今。自 2018 年 11 月后，孩子随

而引发离婚纠纷。有调查显示，因家庭琐事引发矛

王女士居住生活。陈先生曾于 2019 年向法院提起

盾导致感情破裂已经成为导致婚姻解体的最大原

诉讼要求离婚，后撤回起诉；后又于 2020 年起诉

因。

离婚，被法院判决驳回。2020 年 10 月，陈先生再

对家务付出予以明确承认，
民法典的这一新规

次提起离婚诉讼。王女士认为婚后自己照顾孩子、

定，无疑将产生不小的影响。事实上，家务劳动经

料理家务，丈夫除了上班，其他家庭事务几乎不关

济补偿制度并非民法典的全新首创，而是我国在

心也不参与，因此，除了要求分割财产，还提出赔

2001 年修改婚姻法时根据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承

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 16 万元。

担的社会现实而增设的。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陈先生多

原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

次起诉离婚，且双方现分居已满二年，虽王女士不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抚育子

同意离婚，但足以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因此，

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一审判决陈先生与王女士离婚；
孩子由王女士抚养，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

陈先生每月给付抚养费 2000 元，享有探望权；共

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婚姻法中这一规定是必须

同财产由双方平均分割。同时，对于王女士要求的

以书面约定夫妻双方采取分别财产制为重要前提。

家务补偿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女士在抚育子

为何要将分别财产制作为前提？
“这就要从夫

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
要求给予补偿的理由正

妻财产制说起。
”龙俊指出，我国实行的是夫妻财

当。最终一审判决陈先生给付王女士家务补偿款 5

产共同财产制，
法律推定婚后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

万元。

献是相等的。因此，不管婚后家庭内部分工如何，

谈及出于何种考量作出 5 万元的补偿数额，该

财产都属于双方共同所有。这就意味着一旦离婚，

案的主审法官、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冯淼告

原则上家庭财产男女方各占一半。即便因为照顾家

诉记者，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双方婚姻

庭没有收入的一方，离婚时也会分得一半财产。因

存续期的长短。
二是考虑北京市人均收入水平以及

此，只有在双方婚后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才有可

消费支出水平。
三是考虑男方的月收入情况及其具

能产生额外的补偿问题。据此，婚姻法将分别财产

体家庭条件。此外，还考虑女方在家庭中所从事的

制作为了家务劳动补偿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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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法定前提，
导致以往司

指出，
尽管民法典的新规定确实是更加倾向于对于

法实践中，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基本沦为
“僵尸条款”，

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给予更加人性化的保护，
但是

极少被适用。

也不能将其与共同财产制进行混淆。换言之，共同

“虽然从表面上看，
这一规定不仅实现了性别

财产制是真正解决付出配比问题的核心制度。
在共

平等而且似乎更重在保护女性，
但是由于在实践中

同财产制的前提下，
家务补偿制度仅仅起到辅助作

真正采取夫妻分别财产制度的夫妻数量很少，
导致

用，只有在分别财产制前提之下才会发挥出主力军

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规定脱离实际。
”中华全

的作用。

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

如何将家务补偿科学量化亟待明确

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员、
北京市法学会妇女

“民法典对家务劳动补偿打破了财产制的限

法学研究会理事段凤丽从事婚姻家事律师业务十

制，从法律的高度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无论采

多年，从未曾遇到一例适用该条款的案例。

取何种财产制，离婚时，夫妻一方均可因承担较多

民法典对家务劳动价值明确认可

家务劳动而获得经济补偿。
”在段凤丽看来，只有

时代在进步，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面对新问

将夫妻一方为提高整个家庭利益作出牺牲而导致

题，民法典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明确对承担较多家

的人力资本贬损以及合理预期利益在离婚时通过

务劳动的一方在离婚时享有经济补偿的权利，
离婚

经济补偿的方式予以认可，
婚姻关系中的配偶才会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不再分别财产制为适用前提，

更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调整他们之间的位置

这也就意味着，
经济地位较弱而承担较多家务劳动

和角色，对家庭作出更多的投入。通过构建离婚时

的一方（大多为女性）在离婚时将享有经济上的补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才能够真正实现法律实质意

偿。

义上的公平正义，最终促进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家务

“之所以作出修改，
源于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

劳动。

引入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对于未来性的补偿。”

“在离婚时，对为家庭和家务付出较多义务和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

作出更多贡献的一方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是非常合

成员，龙俊解释说，之所以要对未来性进行补偿，

理的，也是公平的。
”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

是因为在这种一方主外、
一方主内的家庭分工之下，

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游植龙指出，
这一新规定扩大了

一旦离婚，一直在家里做家务的一方，因将其心血

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
让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更

大多数倾注于经营家庭，
不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加科学和完善。

没有收入，
还牺牲了离婚之后重新回归社会的成本。

与此同时，一些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

而主外的一方在离婚之后其身份、
地位基本不受影

作为离婚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务补偿在未

响。此外，目前实践中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家庭分

来将会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但目前一个最大的问题

工是，双方同时既主内又主外，但其中的一方对内

是如何科学地对家务劳动进行量化，换言之，在实

付出的较多，
其职业发展和其他方面受到了较大牵

践中该如何确定家务补偿的方式和数额是关键所

制。

在。

“不管哪种情况，
都会涉及到对未来性的补偿

“家事案件的审理往往实践当中操作起来会

的问题。
考虑到即使是共同财产制也只是对婚姻关

比较复杂，因此，十分有必要尽快确定一个明确的

系存续之间进行了较充分的补偿，
对于未来可能就

能够直接量化的标准。在此框架下，便于法官运用

照顾不周全。所以民法典作出了新的规定。
”龙俊

自由裁量权，对补偿数额作出合理的具体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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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淼说。

给全职一方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游植龙建议吸收

“以往在离婚案件中，
经济补偿确实存在着补

广东地方立法的有益经验，
通过确立夫妻财产知情

偿数额不高的问题，
无法体现做家务劳动比较多的

权制度，赋予夫妻有权互查对方财产的权利，为维

一方的贡献价值以及为照顾子女而导致谋生能力

权提供有效的法律武器。

下降所带来的利益的损失。与此同时，现实中，还

来源：法治日报

经常出现夫妻一方隐藏、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编辑：渠洋 张博 谢文燕

“家庭主妇离婚获 5 万元补偿”网友吵翻了，
我们和几位全职太太聊了聊
2021-02-22 北京知道

知道君

https://mp.weixin.qq.com/s/CGOitSoTz_AZA834ocKQsQ

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全职太太

值的高度认可。此外，他认为“家务补偿款”的数

离婚获 5 万元家务补偿”案件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额需要依照实际情况来确定，否则如果没有实际履

法院一审判决在准予双方离婚的基础上，
考虑到女

行能力，判再高而会落空。

方在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

案件回顾

判决男方给女方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女方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较多义务，给予离

在评论区里，
许多网友吵翻了。
有的人觉得“补

婚家务补偿 5 万元

偿 5 万元实在太少”
，也有人认为“这已经是一种

陈先生与王女士 2015 年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

进步了”
，
还有网友提出
“不能因为男性不做家务，

双方婚后初期感情尚可，后于 2018 年开始产生矛

就是没做贡献”的观点。

盾，并于 2018 年 7 月开始分居至今。自 2018 年

为此知道君还和几位全职主妇聊了聊。
有位全

11 月后，孩子随王女士居住生活。

职妈妈说，
“如果有女儿，我会告诉她无论如何不

知道君注意到，陈先生曾于 2019 年、2020 年

要当全职太太”
；
也有全职太太认为，
“比起上班族，

间先后三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其中第一次，

家庭主妇这点工作算不上辛苦”
。

陈先生自己撤回了起诉，第二次，法院判决驳回了
陈先生的离婚请求，第三次，法院一审判决准予陈
先生与王女士离婚，孩子由王女士抚养，陈先生每
月给付抚养费 2000 元，享有探望权，共同财产则
由双方平均分割；而对于王女士要求的赔偿物质损
失和精神损失共计 16 万元的要求，法院判决陈先
生给付王女士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房山区法院认为，对于王女士要求的补偿款，
因王女士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
适用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杨

民法典更有利于保护王女士合法的权益，
故现王女

晓林认为，
该判决体现了法律层面对于家务劳动价

士要求陈先生给予补偿，理由正当；对于补偿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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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结婚的时间、双方所述的生

她觉得一名全职妈妈或者全职太太，
在家庭中身兼

活情况等予以酌定，
对于王女士过高的诉讼请求不

多职，比如保洁员、保姆等等，
“生活那么多年，

予支持。

请一名保洁员得多少钱？请保姆又得多少钱？这
哪能是 5 万元能够平衡的呢？”

全职太太们怎么看
全职太太许诺：
“如果有女儿，我会告诉她不

●

要当全职太太”
去年年底，
许诺
（化名）
告别全职妈妈的身份，
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此前四年多的时间里，她
家庭主妇舒心：
“比起上班族，家庭主妇这点

一直忙于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在此过程，

●

也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我全职在家，虽然我先生

工作算不上辛苦”

在财务方面没有吝啬，也非常照顾我的感受，但是

十多年前，舒心（化名）的女儿出生，也就是

我觉得自己没收入，还是有些没有底气。
”许诺坦

从那时起舒心当上了全职妈妈。舒心说：
“当全职

言。

妈妈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其中也包括家里老人年

许诺说当上全职妈妈有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自

纪大，我年纪也不小了，我们也不太愿意请一个陌

己的姐姐，
“我姐也是全职妈妈，当年她跟我说，

生的保姆在家里，所以我决定放弃工作，照顾家庭。”

当妈妈的如果培养出一个孩子那就是值了，
如果培

尽管天天围着女儿转、围着家转，但舒心觉得乐在

养出两个，那就赚了。
”正是因为姐姐的这句话，

其中。

许诺在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辞去工作，
当上了全职

“我家也不是什么大豪宅，
每天打扫打扫卫生，

妈妈，风里来雨里去带着孩子报各种培训班，陪伴

做做家务，花不了太长时间。我觉得比起那些上下

孩子左右。

班挤地铁的上班族来说，
家庭主妇的这点儿工作算

如今，孩子渐渐长大，许诺却感觉到与社会越

不上辛苦。
”舒心说，每天送完孩子，回家把屋子

来越脱节，这让她感到不安。许诺说：
“我和先生

收拾得干净整洁，在充满阳光的屋子里看看书、听

是同一个专业，平时在家好歹还有一些共同语言，

听音乐，日子过得很充实。

但是依然能够感觉得离开社会太久，
有些东西聊不

舒心同样也关注到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家务

起来。
”

补偿消息，她觉得这是离婚判决中的进步。“虽然
5 万元不能衡量一名全职太太对家庭的付出，但是

正因为如此，去年年底，许诺鼓足勇气重新走

在以前的离婚判决中好像没有家务补偿这么一说，

入社会，尽管现在她需要从基层做起，但是她仍愿

所以我觉得方向是好的。
”

意为此而努力，
她觉得只有融入社会才能体验自己
●

的另一方面重要价值。
“如果我有一个女儿，等她

全职妈妈李女士：“家务补偿金应有标准，一

年一万块实在太少”

长大了我一定会告诉她，
无论如何都不要当全职太
太。
”许诺说。

家住朝阳管庄的李女士，是一位全职妈妈，女

这几天，
许诺关注到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家务

儿今年 12 岁，她离职在家带孩子 10 年了。李女士

补偿消息，但她并不认为 5 万元可以弥补一名全

说，这两天在网上关注到“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家

职太太这么多年对家庭的付出。除去情感的付出，

务补偿”的新闻，“我看到这条消息的第一感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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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不应该以‘家务补偿’来定义居家全职妈妈

实质上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能够让经济地位

的角色，
这太羞辱人了。
”
但她后来又认真想了想，

较弱而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在离婚时享有经

她纠结的其实是补偿金“太少了”
，
“这个价位，连

济上的补偿，享有补偿方大多数情况下为女性。”

保姆都不如。
”

判决依据则是根据今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

生孩子之前，
李女士所在的公司在大望路一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

写字楼，她的职务是行政财务助理，主是负责北京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

和天津分公司的财务报表、报税等工作，月薪 4500

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

元-5000 元。2008 年，女儿出生，
“公司挺人性化

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的，同意我居家办公，收入也不影响。
”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2010 年，公司搬到了南三环，要求她到公司

其实，在《民法典》之前，也有相关规定。据

上班，孩子这时也还小，老公常年出差，
“当时请

杨晓林介绍，我国在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第

个保姆，每月的工资也跟我的收入差不多，保姆带

40 条中，据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的社会现实，

孩子我也不放心。
”于是和老公商量后，李女士选

增设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但存在一个前提，

择了离职回家带孩子。

就是要以书面约定夫妻双方采取分别财产制。
但由

现在孩子上小学六年级了，她说，丈夫经常出

于实践中采取分别财产制度的夫妻数量很少，
导致

差，家里的事情根本指望不上，抚养孩子、做家务

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脱离实际。

等基本上都是她在承担。
“我认为现代女性选择做

而今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则对家

全职太太，大多都是不得以的选择。在生活中，全

务劳动补偿取消了分别财产制的限制。“民法典对

职在家的主妇不光扮演了‘保姆’的角色，还扮演

家务劳动补偿打破了财产制的限制，
是从法律的高

了育儿嫂、早教师、妻子等多个身份。5 年婚姻补

度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加强了对家庭投入较多

偿 5 万块钱，简直是开玩笑。
”

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属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一

李女士认为，如果夫妻离婚，全职太太不仅应

个部分。”杨晓林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夫妻一方

该拿到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还应该有一笔“精神

投入家务劳动较多的，离婚时不但享有均分夫妻共

补偿金”
，
“现在说‘家务补偿金’也可以，但应该

同财产的权利，
还可以要求获得额外的家务劳动补

有个标准，一年一万块钱实在太少了。
”

偿。

（注：以上态度只代表受访者个人意见，不代
表知道君观点。
）
法律专家怎么看
焦点一：
“家务补偿”是什么？
从法律的高度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属于离

焦点二：5 万元赔偿少吗？

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一个部分

案件判决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质疑赔偿过少的
观点相对片面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
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杨晓林律师介绍，
该案中所

知道君注意到，
该案一审判决的 5 万元家务补

谓的“家务劳动补偿”
，就是对承担较多家务劳动

偿款这一数额是由法官自由裁量设定的。
杨晓林介

的一方在离婚时享有的经济补偿权利的规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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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家务劳动时间、投入家务劳动的精力、家务劳

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
适用民法典本

动的效益，
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自我发展空间的

条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她的合法权益。

压缩，其个人工作选择、收入能力等方面的机会成

针对网络上质疑“5 万元赔偿是否过少”等声

本的影响。

音，杨晓林表示，这种质疑的观点相对片面。他表

此外，另一方是否因此获得有形财产利益、无

示，对于案件的判决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在双方

形财产利益及可期待的财产利益也是考量因素，如

无多少共同财产且双方均属于较低收入水平的前

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学历、学位、工作前景

提下，法官自由裁量所设定的 5 万元补偿数额并

等。

不低，否则对方也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判再高也会

杨晓林表示，目前依据已有公开信息，案件涉

使判决落空。”

及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过多共同财产，
王女士

记者 徐美慧 吴婷婷 陈琳

一些主张因证据不足也没有得到支持，
但因王女士

编辑 陈思 裴豆豆

“家务劳动补偿”呵护婚姻关系公平
2021-02-23 北京青年报

李英锋

http://epaper.ynet.com/html/2021-02/23/content_370111.htm?div=-1

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
近日首次审

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

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案件中，全职太太王某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在离婚诉讼中称，因承担大部分家务，故提出要求

只不过，现实中夫妻以书面方式约定财产 AA 制的

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丈夫陈某离婚；同

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门槛较

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高，适用范围很窄，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按照传统观念，
妻子或丈夫多做了一些家务活

《民法典》吸收《婚姻法》之后，在其第一千

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有些人甚至把“男主外，女主

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

内”的理念奉为圭臬，认为妻子干家务活是一种天

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

经地义的责任，是一种分内事，妻子干多少家务活

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

都是义务性的。因此，很少有人在离婚时向对方提

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出家务劳动补偿要求，
类似的支持案例更是凤毛麟

明显的变化是，
《民法典》删去了“夫妻书面约定”

角。

这一前置条件，
使得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门槛降低

北京房山区法院适用《民法典》支持了全职太

了，适用范围变宽了。家务劳动补偿成了一种普适

太王某的家务补偿诉求，
对于界定家务劳动的法律

性的法定权利，只要夫妻中的一方因做饭、洗衣、

性质和价值、呵护婚姻关系公平、促进男女平等都

照顾小孩、赡养老人、保洁等家务劳动付出了更多

具有积极的司法意义和社会影响。

责任，就具备了求偿的资格。

家务劳动并不是义务劳动，
而是具有法定求偿

家务劳动不是夫妻中哪一方的独角戏，而是夫

属性。实际上，原《婚姻法》第四十条就做出了支

妻双方共同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平等的，也是连带

持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

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于夫妻财产共有的法

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

律关系，基于家务责任的连带属性，或者基于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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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对家务劳动分工的默契，
家务劳动补偿条款不

用过程中的司法实践符合保护弱者原则，
与法律的

会被触发。但到了离婚时，就需要明算账，即便家

其他保护条款相呼应。

务责任曾具有连带属性，
最终也能确定双方各自的

说到底，家务劳动是平等的劳动，是有价值的

“份额”
。

劳动，也是有“责任份额”的劳动。我们乐见出现

保护弱者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一项法律原

更多家务劳动补偿案例，
也希望随着司法实践的积

则，而做家务活较多的一方也即“主内”的一方往

累，家务劳动补偿的标准日益公平合理，制度日益

往在婚姻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另一方则处于

成熟完善。

相对强势地位，
“家务劳动补偿”法律规则及其适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元家务补偿，高低不能拿保姆工资衡量 | 沸腾
原创：2021-02-23 沸腾

白晶晶

https://mp.weixin.qq.com/s/rj32ptt7triJGgHELZG1ZA

夫妻间的付出，不会像雇主与保姆间那样完全合

补偿”有法可依，可以说，本案是民法典对婚姻各

同化，而会嵌入更多“情”的分量。

方保护越来越人性化、司法越来越尊重现实社会家
庭形态的实践。考虑到开了全国先例，这显然不乏
标杆价值。
但案件判决出来后，5 万元的补偿金额却引发
争议，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家务补偿”的话题，
也一度被推上热搜榜单。
有人质疑，
“在北京当全职保姆，半年都不止
5 万块。结婚 5 年只给 5 万元的家务补偿，平均一
天 27 元的薪资。女性的青春就这么廉价吗？”
还有人感叹，“全职太太，就是一场以爱之名
进行的剥削。婚前说的‘我养你’
，婚后变成了‘我

▲法院判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家务补偿，街采市民多数人

养的你’。”

支持判决结果。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针对网友质疑的“5 万元赔偿太少”一事，主
文|白晶晶

审法官回应称，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很难有统一标
准。审判时，主要考虑了“双方婚后共同生活的时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元家务劳动补偿，多了

间，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体付出的情况，男方个人

还是少了？这是这两天舆论场争论不休的话题。

的经济收入以及当地一般的生活水平。”

事情缘起于，
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
首次审结了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该案中，全职

与很多人理解的
“离婚获赔的只有家务劳动补

太太王某称，因自己在婚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故

偿，补偿只有 5 万”不同，据法院交代，这 5 万元

提出要求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陈某离婚，

家务劳动补偿款，也是建立在“夫妻共同财产平均

同时判决陈某付给王某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分割”
且“小孩每月抚养费也由男方多承担一部分”
的基础之上。

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家务劳动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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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点燃网民情绪的关键点，是补偿金额

姻共同体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依

“是否太少”
。但很多人忽略的是，这 5 万元是对

旧普遍，很多时候，女性的默默付出往往被视作理

婚姻中负担更多义务一方做出的补偿，
而不是将家

所应当。而婚姻对女性权益的保障也依然存在不少

务劳动货币化的赔偿。

缺失。

从法律层面去看，
民法典倡导家庭成员之间坦
诚相待，充分认可各方在维系家庭中做出的努力，
不让任何人对家庭的贡献不被“看见”
、被辜负，
甚至被遗忘。但立法的本意，绝不是把婚姻关系异
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
若按照当地保姆的收入标准，
为婚姻中的一方
做家务去定价。那外出旅游，哪个负责做攻略，制
定路线找寻当地美食，
是否也要按导游的收费标准

▲新京报我们视频截图。

定价？搬家购物，哪个负责搬运大件行李，是否也
现实生活中，一些全职主妇牺牲自我，无奈告

要按搬家公司的收费标准定价？

别职场，全心全意为家庭和孩子付出，一旦婚姻遭

身边有位朋友，曾用做蛋糕来比喻婚姻，用分

遇变故，不仅落入十分被动的局面，还面临再就业

蛋糕比喻离婚。

时的歧视。对待这些现象，有关方面必须重视，并

做蛋糕，就是缺一不可，水乳交融的过程。搅

为消除此类观念，创建更为平等的两性关系而努力。

拌鸡蛋、面粉过筛、搅拌面糊、倒入模具……你负

回到本案去看，尽管补偿金额“是否太少”成

责揉制面团，
我负责打发蛋液，
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才能让蛋糕香气扑鼻、越做越大，谁能说哪个步骤

了关注焦点，但公共舆论场中对于此事的讨论，其

就一定更重要呢？

实也是促进婚姻观念进步的开始。

一旦婚姻关系真的走到山穷水尽、
必须离婚析

此外，本案判决的意义在于，借助民法典激活

产的地步，分蛋糕的时候，需要明确的是夫妻在婚

了此前的休眠条款——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相信有

姻家庭中地位平等，
保护和尊重双方曾在婚姻中的

了司法实践不断积累经验，
未来法官们在行使司法

付出与努力，而不是将做蛋糕的每一步都金钱化，

的自由裁量权时，将会更加有的放矢、合情合理。
本质上，保护婚姻生活中付出较多一方的利益，

恨不能掰碎成渣，上秤称才叫公平。
所以，
用保姆工资的算法来衡量全职太太的家

认可做家务、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等“无形”劳动

务劳动补偿，注定有失偏颇。夫妻间的付出，不会

的价值，恰恰是在维护婚姻本身，也能增加双方的

像雇主与保姆间那样完全合同化，而会嵌入更多

安全感。
婚姻，本该是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扶持，真

“情”的分量。在此基础上去理解 5 万“家务补

诚的互信互爱才是基础。家务劳动补偿可以有，但

偿”
，方能少些偏狭。

拿保姆的标准去衡量无价的爱与付出，恐怕只会让

倒不是说家务劳动的价值该被否定。
网上替全

更多人不敢走入婚姻，杀死那只爱情鸟。

职太太打抱不平的声音，
甚至由此引发的恐婚情绪，
有关方面也必须要重视。

□

出现这类声音，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女性在现实

白晶晶（媒体人）

编辑：陆玖

中所面临的种种不平等。在现有的社会形态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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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获 5 万元家务补偿，不能拿保姆工资标准衡量
2021-02-24 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21-02/24/content_798168.htm?div=-1

■ 观察家

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

夫妻间的付出，
不会像雇主与保姆间那样完全

若按照当地保姆的收入标准，为婚姻中的一方

合同化，而会嵌入更多“情”的分量。

做家务去定价。那外出旅游，哪个负责做攻略，制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元家务劳动补偿，多了

定路线找寻当地美食，是否也要按导游的收费标准

还是少了？这是这两天舆论场争论不休的话题。

定价？搬家购物，哪个负责搬运大件行李，是否也

事情缘起于，
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

要按搬家公司的收费标准定价？

首次审结了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该案中，全职

所以，
用保姆工资的算法来衡量全职太太的家

太太王某称，因自己在婚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故

务劳动补偿，注定有失偏颇。夫妻间的付出，不会

提出要求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陈某离婚，

像雇主与保姆间那样完全合同化，而会嵌入更多

同时判决陈某付给王某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情”的分量。在此基础上去理解 5 万“家务补

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家务劳动

偿”，方能少些偏狭。

补偿”有法可依，可以说，本案是民法典对婚姻各

倒不是说家务劳动的价值该被否定。
网上替全

方保护越来越人性化、
司法越来越尊重现实社会家

职太太打抱不平的声音，
甚至由此引发的恐婚情绪，

庭形态的实践。考虑到开了全国先例，这显然不乏

有关方面也必须要重视。

标杆价值。

现实生活中，一些全职主妇牺牲自我，无奈告

但案件判决出来后，5 万元的补偿金额是多是

别职场，全心全意为家庭和孩子付出，一旦婚姻遭

少却引发不小争议。不过，据法院交代，这 5 万元

遇变故，不仅落入十分被动的局面，还面临再就业

家务劳动补偿款，是建立在“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

时的歧视。对待这些现象，有关方面必须重视，并

割”且“小孩每月抚养费也由男方多承担一部分”

为消除此类观念，创建更为平等的两性关系而努力。

的基础之上，并非女方只得到了这些财产。

此外，本案判决的意义在于，借助民法典激活

回头看，点燃网民情绪的关键点，是补偿金额

了此前的休眠条款——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相信有

“是否太少”
。但很多人忽略的是，这 5 万元是对

了司法实践不断积累经验，
未来法官们在行使司法

婚姻中负担更多义务一方做出的补偿，
而不是将家

的自由裁量权时，将会更加有的放矢、合情合理。

务劳动货币化的赔偿。

总而言之，家务劳动补偿可以有，但拿保姆的

从法律层面去看，
民法典倡导家庭成员之间坦

标准去衡量无价的爱与付出，恐怕只会让更多人不

诚相待，充分认可各方在维系家庭中做出的努力，

敢走入婚姻，杀死那只爱情鸟。

不让任何人对家庭的贡献不被“看见”
、被辜负，

□ 白晶晶（媒体人）

甚至被遗忘。但立法的本意，绝不是把婚姻关系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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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判决女方获家务劳动补偿，“隐形的劳动”价值几何？
2021-02-24 水瓶纪元

王大牙

https://www.allnow.com/post/60362bc584378438b8263b47?platform=wechat&userid=870047

家务劳动的价值往往是隐形的。
在实际情况中，

—也就是夫妻双方采用财产分别制。

很多女性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务劳动上，往

但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
采用财产分别制的夫

往也意味着她们放弃了部分或全部的个人职业发

妻比例极低，绝大多数夫妻的婚后财产都是共同所

展，是一种很难被看见和计算的付出。

有。
“这一规定从表面上看，
不仅体现了性别平等

近日，一起离婚案判决进入公众视野，冲上微

而且重在保护女性，但是，由于实践中采取分别财

博热搜。根据北京法院网消息，房山法院适用民法

产制度的夫妻数量很少，
导致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

典新规定首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

偿脱离实际，基本上属于‘僵尸条款’。
”北京天驰

在该案中，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共同财产

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婚姻家事继承法专业律师

由双方平均分割，
同时女方获赔家务劳动补偿 5 万

段凤丽告诉水瓶纪元。她也表示，从事婚姻家事律

元。目前该案仍在上诉期内。

师业务近十年，没有遇到一例适用该条款的案子。

网络上，解读和争论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这

而《民法典》对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则取消

是民法典实施后，
家务劳动的价值得到了来自法律

了“财产分别制”
这一前提，
无论采取何种财产制，

的承认。同时也有人质疑，女方获赔的家务劳动补

离婚时，夫妻一方均可因承担较多家务劳动而获得

偿远低于家政工的市场价。

经济补偿。

不再以夫妻财产分别制为前提

段凤丽表示，新规定从法律的高度承认了家务
劳动的价值，加强了对家庭投入较多义务一方权益

这次判决中备受关注的家务劳动补偿部分，是

的保护，属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一个部分。
“《民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的

法典》
继续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类

内容。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

型。这一财产制本身就蕴含着对夫妻一方家务劳动

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

价值的承认。”

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
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

家务劳动的价值？

条款里规定的这些事务，
均可被理解为我们日

从全球范围来看，女性都受家务劳动之累。

常生活里的“家务劳动”
。但这其实并非家务劳动

去年 10 月，
联合国发表的《2020 年世界妇女：

补偿制度第一次被写进法律。

趋势和数据》报告显示，全球只有不到 50％的处

在 2001 年颁布、现已废止的《婚姻法（修正

于工作年龄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这一数字

案）
》中，就增设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彼时与离

在过去的 25 年里几乎没有变化。报告警告称，妇

婚经济帮助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称为我国三

女承担了大量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限制了她们

大离婚救济制度。而它有一项前提是，
“夫妻书面

的经济潜力。

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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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妇女杂志社等组织的一项调查，中国

比如，日本的学者矶野富士子认为，家务劳动不仅

女性平均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达到 156 分钟，而

有用，而且产生价值；是否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为 45 分钟，仅为女性的三分

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
只要承认妻子

之一。

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子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

此次 5 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被很多网友认为

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

“还不够请保姆”
。对此，本案的主审法官冯淼在

台湾学者林秀雄进一步指出，对整个家庭或丈

接受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判决考虑

夫而言，家务劳动的价值在于，不必支付对价与他

了双方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
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

人，家庭支出就可以减少，而其减少部分，对家庭

体付出的情况、
男方个人的经济收入以及当地一般

而言，就是家务劳动的价值。

的生活水平等几个因素。

段凤丽表示，由于家务劳动具有隐性的特征，
家庭成员承担家务多少虽对外界影响不大，但是直
接影响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完善我国家务劳动
补偿制度，考虑了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带来的经济效益，肯定了个人的劳动时间，表明了
个人的劳动价值。”
争取“工资”
上世纪 70 年代初，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发起了
一波“家务有偿化运动”
（Wages for Housework），
呼吁承认妇女所从事的不同形式的劳动，
正是看到

段凤丽则注意到，
本案双方当事人并无多少共

家庭分配中容易被忽视的不平等。1972 年，在英

同财产、属于较低收入家庭这个特点。
“个案均有

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妇女解放大会上，美

其特殊性。从一线家事律师角度看，我认为法官酌

国女权主义者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首

情判定判决 5 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并不能说特别

次提出了对家务劳动有偿化的要求。

低。
”

这场运动还催生了“国际女权联合会”

另一些声音则认为，
在夫妻财产共有的情况下，

（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这样的

没有必要进行家务劳动补偿——因为家务劳动只

国际网络，参与其中的女性拒绝再做“没有工资的

是分工的一种，平均分割共同财产足以体现公平。

奴隶”
。它从发动那些权力边缘的人开始，其中就

但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往往是隐形的。
在实际情

包括家庭中的“无偿劳动者”，她们是母亲、家庭

况中，
很多女性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务劳动

主妇、以及被压榨工资的家政工。国际女权联合会

上，
往往也意味着她们放弃了部分或全部的个人职

认为，为“无偿劳动者”争取工资，也是一种自下

业发展，
是一种很难被看见和计算的付出——而平

而上的组织角度和方式。

均分割家庭财产，分割的往往只是能够被计算的、

“家务有偿化运动”争取的目标并不是钱，而

有形的财产，比如现金、股票、不动产等等。

是消除家务劳动分配给女性的“自然”属性。
“我

上世纪中叶开始，许多国家就在争论，是否需

们不只是要展示我们的力量，而是要利用和增加我

要评估家务劳动的价值，
以及如何评价家务劳动价

们的力量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厌倦了

值的问题，
并逐渐被女性主义者纳入其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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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
一方，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自
由处分。”
段凤丽还指出，
某些亚洲国家如越南也有类似
的规定。《越南婚姻家庭法》规定，分割财产时应
当合理地考虑财产状况、
家庭的具体情况以及各方
的贡献大小。
“在分割财产时肯定家务劳动的贡献，
重在保护妻子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
“在目前，
基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比
“家务有偿化运动”游行 图：网络

较普遍的现实，
家务劳动补偿作为离婚救济方式之
一，对女性权益保护具有现实意义。
”针对房山法

实际上，
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对家

院的判决，段凤丽评价说。

务劳动补偿做出过相关规定。
1971 年，美国颁布了《美国统一结婚和离婚

参考资料：

法》
，其中规定离婚财产分配必须考虑双方对家庭
财产的获得所做的贡献，
包括一方以操持家务的方

陈颖：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实践反思与制度调适

式所做的贡献，
还详细规定了离婚扶养制度的适用

夏吟兰：对中国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社会性别分析—
——兼论家务劳动的价值

前提和确定扶养费的时间和数额的因素。

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这种“离婚抚养费制度”并非专门针对家务劳

韩湘景：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2017No.11)/女性生

动的补偿，而只是一方因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为由，

活蓝皮书

要求另一方支付用于维持生活需要和监护子女所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zh/news/st

需费用的制度。
但它看到了婚姻中的不平等——受

atistics/women-report-2020.html

扶养方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往往是由于在婚姻家庭

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wages-

中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
进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发

housework-campaign-history/

展以及经济收入，独立生活能力较弱。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wage

《瑞士民法典》也规定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s-for-houseworks-radical-vision/

该法典第 164 条规定:“关于负责料理家务、照料

直播对话荞麦：独立女性、中年危机和《普通婚姻》
2021-02-25 新京报书评周刊

文化客厅

https://mp.weixin.qq.com/s/MULtMF73gBUaLFr_vq542Q

2 月 25 日周四 19:30，新京报·文化客厅系列

刚刚过去的一年，被不少媒体称为“女性主义

直播新年第一期，
我们邀请小说作家荞麦和新京报

元年”
。

记者张婷直播对谈，聊聊有关独立女性、中年危机

拉姆案、离婚冷静期、
“N 号房”事件、月经贫

和《普通婚姻》
。有想要与荞麦讨论问题的读者，

困、冠姓权之争、马金瑜……2020 年我们共同经

欢迎点击“阅读原文”留下你的问题。

历了许多的性别事件，也参与了很多的公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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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的确看到了女性主义意识的

2 月 25 日周四 19:30，新京报·文化客厅邀请

崛起，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小说作家荞麦和新京报记者张婷直播对谈，聊聊有

我们看到，
还有那么多的女性受困于各种各样

关独立女性、中年危机和《普通婚姻》。

的性别困境，从职场到家庭，女性仍然在艰难地寻
找那个薛定谔的平衡点。
我们总说，
女性处境艰难，
那么社会能为女性提供怎样的结构性支持？在一
个性别平等尚未到来的时刻，
女性又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成长与自处？
青年作家荞麦的另一个身份，
是个活跃的博主。
她经常在微博上贴出粉丝们的来信或提问。
透过这
些讲述，我们看到上述提问的一个个现实案例。在
最新的长篇小说《普通婚姻》当中，我们看到荞麦
写了一个这样的普通案例——一个年轻女性如何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与婚姻生活中获得那个叫做
“自
我”的东西。这比想象中更艰难，但它正是迈向独
立的必经之路。

| 嘉宾 |

荞麦

写作者。持续练习写作。已出版短篇小说集
《郊

图片

游》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瘦子的》，随笔集《当

《普通婚姻》

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
，长篇小说《最大的一场

作者：荞麦

大火》等。

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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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

张婷
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

| 你将听到 |
1.“情感博主”荞麦收到过那么多的女性提问
与私信，
她如何看待当下女孩们的性别意识？我们
正在经历一个女性主义意识崛起的时刻吗？
2.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主张自己权利的同时，也
越来越经常被指责为“拳师”
。女权主义面临着怎
样的污名化？
3.《普通婚姻》写了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荞
麦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成长故事？这个故事里有了
对婚姻的浪漫憧憬，
也有对婚姻温水煮青蛙的麻木，
还有对婚姻道德灰色地带的探讨，
这是一个典型的
婚姻样板吗？我们又如何应对婚姻里的琐碎时刻？
4.作为曾经的媒体人，
荞麦如何看待媒体环境
的变化？在这个自媒体遍地的当下，
我们是否迎来
了人人都可做明星，每个人都拥有 15 分钟的“黄
金时代”？
5.有家庭有事业的，
刻板印象中的
“成功女性”
模板，如何影响了当下年轻人的恋爱、婚姻与职业
选择？年龄焦虑对于女性来说会更加严重吗？

| 参与方式 |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在新京报 APP、新京报
书评周刊快手直播间、抖音直播间、B 站直播间、
微博观看。2 月 25 日周四 19:30，直播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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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群招募 |
如果不想错过直播，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
进入读者群
联合主办

我们会在直播开始前推送链接

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
若已加入往期活动读者群

世纪文景

不需要加入新群
联合支持机构
书萌、太原在溪书屋、经开书房、社科书店、鹿
森书店、三联韬奋书店(成都)、无锡百草园书
店、上海三联书店•微言小集、小雅悦读会、北京
外研书店、瞻书房、稲诚及所、新山書屋、团结
书社、云胡书坊、未明央书坊、青苑书店、四阅
书店琶洲店、四阅书店东湖店、独秀书房、知行
空间、蓝月亮书店、不是书店、三门县有为图书
馆
运营团队
策划执行 吕婉婷 张婷
活动运营 孙嘉言 段雅馨
海报设计 谭欣
本文校对 李世辉
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
新京报书评周刊全力打造的活动品牌，关注文化
视野各式流行，邀请文化名家进行“云上”分
享。云享文化生活，Live 每周不停。

| 提问箱 |
如果有问题想要在直播中与荞麦讨论

直播账号请关注：微博@新京报书评周刊、抖音@

可以点击下图

新京报书评周刊、快手@新京报书评周刊、B 站@

留下你的问题

新京报·文化客厅。

民法典“唤醒”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2021-02-25 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本社记者 潘巧

http://e.mzyfz.com/paper/1602/paper_41976_9108.html

为多做家务一方“撑腰”

动的价值，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初衷得以真正
实现，使其束之高阁的美蜕变为更接地气的美，有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全面肯定了家务劳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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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长沙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红艳早在 2013 年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房山

就建议各种夫妻财产制均可适用家务劳动补偿制

区法院）
首次审结了一起适用民法典新规定的离婚

度。她认为以分别财产制为家务劳动进行补偿的前

家务补偿案件，
“付出较多义务”的全职太太王某

提条件过于苛刻。我国夫妻在婚姻关系中，很少会

获得了 5 万元的家务劳动补偿款。

对婚后夫妻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大多实行法定财

家务劳动补偿，
简而言之是对家务贡献者遗失

产制即共同财产制，在此种情况下，家务劳动补偿

利益的补偿。不过，在民法典施行前，受限于夫妻

制度在实践中适用的可能性很小，无法达到立法目

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前提条件，
这一制度在普遍为共

的的预期效果。

同财产制的情况下很难发挥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教授、
中国法学

民法典删除了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的限制，扩

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魏小军也表示，受分别

大了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范围，
增加了家务劳动补

财产制的限制，其代理的离婚诉讼案件中，“基本

偿获得支持的可能性。
但是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中存

上没有人”主张家务劳动补偿。

在的举证难、补偿标准不明、补偿额低等问题仍不

于是，在实践中，法院多以夫妻双方离婚时达

容忽视，有待解决。

成协议的方式支持对贡献方予以适当补偿。记者从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到的 2019 年、2020 年 44

“写不进判决书的因素”

个适用婚姻法第四十条判决的案件中，有 38 个案

家务劳动补偿，
被学界广泛称为离婚经济补偿

件是因曾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或以欠条的方式约定

制度，是婚姻法 2001 年修正时增设的制度。已经

补偿而获得法院的支持。其余 6 起案件中，5 起因

废止的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

未约定分别财产制或不能证明付出“较多的家庭义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抚育子

务”未被法院支持，一起因诉请范围不属于认定情

女、
照料老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形而被驳回。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

在魏小军看来，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更应适用于

偿。

共同财产制下的婚姻关系，
因为对于约定分别财产

此外，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也进

制的家庭来说，
当事人对家务劳动的分配一般已有

行了相似的规定。

考量，而共同财产制下，主要对有形财产的价值进

但是，
上述规定家务劳动补偿都有一个前提条

行分割，家务劳动形成的是无形财产价值，这在有

件，
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形财产当中无法体现。

归各自所有，也就是说，一方想要得到家务劳动补

他表示，民法典施行之前，由于不符合适用条

偿，需在婚内实行分别财产制。

件，当事人基本不会提出家务劳动补偿，但会以举

这一限制使该制度很难发挥作用。
根据房山区

证方式提出其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
希望法官能在

法院公布的数据，以房山区法院少年家事庭为例，

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给予考虑。

2020 年上半年，该庭受理离婚纠纷案件共 100 余

“虽然在财产分割时没有进行明确考虑，
但会

件，
其中主张家务劳动补偿的离婚纠纷案件少之又

影响法官的情感并将此带入审判活动，影响法官的

少。即使主张家务劳动补偿，受传统观念影响，绝

心证，对财产分割产生适当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

大多数家庭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
上述当事人往往

写不进判决书的因素。”魏小军说。

因为无法提供约定分别财产制的证据，
使其家务劳
动补偿的诉讼请求难以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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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条款”被唤醒

偿请求，一审、二审均被驳回。二审法院在阐明驳

正是因为适用条件限制，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也

回上诉理由时表示，当事人应在离婚时提出，因为

被称为婚姻法中的“沉睡条款”
。民法典的施行，

离婚时双方的夫妻关系尚未解除，相互有扶助的义

改变了这一现状。

务，但在离婚案件诉讼中，周某未主张要求补偿。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明确规定，
夫妻一方

记者注意到，对于家务劳动补偿的期限，有学

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

者建议延长至离婚后一年，因为经过一年时间，双

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

方在情感上更加理性，并且可以根据自己重新进入

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

社会从事工作的能力和困难，提出更加合理的经济

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补偿请求。

与原婚姻法第四十条相比，
民法典删除了分别

魏小军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可行，
不仅增加了诉

财产制的前提，
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扩展适用于夫

讼，不符合诉讼效率原则，也会增加举证难度和法

妻共同财产制。也就是说，不管夫妻之间采用何种

官证据审查时的工作量。

财产制度，只要符合“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

他还表示，
家务劳动补偿在离婚时提出较为恰

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这一条

当，不宜在婚内提出。双方在婚内时，基于对于婚

件，离婚时就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

姻生活白头偕老的期待，
做家务较多一方可能认为

前述房山区法院判决的离婚家务补偿案件中，

其自我牺牲是值得的，此时提出没有现实和主观意

妻子王某认为其婚后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其丈夫

义。

陈某除上班，其他家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

受访学者还认为，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尚缺乏对

要求分割财产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 16

于期待利益的补偿。

万元。

王红艳认为，此处的期待利益指婚姻关系一方

房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因王某在抚育子女等

应当获得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对于家

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
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

务劳动付出较多一方而言，
因其大多数时间和精力

条更有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
故王某要求陈某给予

都放在经营家庭生活之中，
自己在事业和学业方面

补偿，理由正当。对于补偿数额，法院酌定判决陈

所花的时间和所得到的机会则相对较少，
而另一方

某给付王某家务劳动补偿款 5 万元。

则全力以赴地工作或接受教育、
培训提升个人能力，

房山区法院在点评该案时表示，
民法典第一千

还有一些家庭甚至将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部分或全

零八十八条具有三大进步，
一是全面肯定了家务劳

部投资在一方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上，
但我国立法中

动的价值，二是普遍救济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三

并没有将诸如高职位、高学历、执业资格等无形资

是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初衷得以真正实现，更

产列入婚姻财产的范围。

具操作性，
使其束之高阁的美蜕变为更接地气的美，

“在确定家务劳动补偿数额时对期待利益应

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

予以考虑，
同时对于权利人因在家务劳动中付出较
多义务从而导致自身受教育、进修或培训等机会丧

缺乏对“期待利益”的补偿

失，离婚时在请求对方支持家务劳动补偿时也可选

不过，家务劳动补偿的使用仍然有限制。原婚

择请求对方为其提供适当的参加某学历学习或某

姻法第四十条和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均规定，

职业培训等费用。”她说。

家务劳动补偿需在离婚时提出。

魏小军也赞同上述观点，
他认为家务劳动补偿

江苏徐州一起案件中，
当事人在离婚后提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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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于期待利益的补偿更具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处于各自保管和使用的状态，
故可以参照适
用该条款给予一定补偿。

“关起门来”的家务劳动难举证

2017 年 3 月，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判决的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出家务劳

一起案件中，即对妻子张某某向分居长达 20 年的

动补偿的一方需要举证其在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丈夫包某某提出的经济补偿要求给予支持。法院认

协助另一方工作中负担较多义务，但是对于“关起

为双方虽未约定婚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但

门来”进行的家务劳动，很难提供证据或证人证言

事实上，双方分居多年的行为默示了财产所得各自

来证明，存在举证难题。

支配，
张某某独自抚养婚生女至成年付出了较多义

如何证明“负担较多义务”？标准是什么？

务，应当得到经济补偿。法院最终结合当地经济消

魏小军认为，证明“负担较多义务”是“度”

费水平和双方实际情况，
判决包某某给付经济补偿

的问题，但并没有规定“度”的标准，每年做了多

款 3 万元。

少家务本身就很难举证，还要举证比对方做得多，
又增加了一个证明标准，很难完成客观举证。

补偿普遍低于 5 万元

记者在梳理案件时发现，
江苏徐州一起案件中，

补偿额度标准不明，
也是目前家务劳动补偿制

即使夫妻之间实行的是分别财产制，
也因为不能证

度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原婚姻法第四十条还是民法

实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付出较多的家庭义务，
提出的

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均没有就补偿额度作出规定。

家务劳动补偿不能获得支持。

房山区法院适用民法典判决的这起案件中，主

该案中，周某与丈夫高某 2009 年登记结婚，

审法官冯淼在解读赔偿标准时也坦言，每个家庭都

2015 年双方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
，约定在

不一样，很难有统一的标准。作出 5 万元的家务劳

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动补偿判决，主要是考虑双方婚后共同生活的时间、

2018 年两人离婚，2019 年 9 月，妻子周某以离婚

女方在家务劳动中具体付出的情况、
男方个人的经

后没有房屋居住、
生活困难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高

济收入、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等 4 个因素。

某支付补偿费 28 万元。虽然周某提供了《夫妻财

王红艳认为，家务劳动补偿既不同于财产法上

产约定协议书》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但其诉请并

的合同关系，也不是劳务付出，更不是情感付出的

未得到法院支持。法院认为，以上证据均不能证实

对价，
仅仅是一种弥补对方损失的辅助性财产手段，

原告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付出较多的家庭义务，
其诉

对于感情的付出和投入是无法衡量的。在进行家务

请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

补偿的金额计算时，
应综合考虑经济补偿请求权人

维持原判。

付出的家务劳动数量，以及另一方因在婚姻家庭中

记者注意到，
实践中对于夫妻双方因分居或者

付出较少劳动后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及收入能力的

一方长期在外地工作，
由另一方单独留守家中照顾

强弱。

子女和老人的情况，
当事人如果有初步证据并结合

记者统计的前述 18 起经济补偿案件中，最高

其本人陈述，法院一般会认定其对家务负担较多，

赔偿为 9.3 万元，最低赔偿为 4000 元，15 个案件

进而支持其提出的家务劳动补偿。

补偿额度在 5 万元以下。可以说，当事人获得的家

记者统计的 2016 年以来 18 起法院适用原婚

务劳动补偿一般较低。

姻法第四十条支持经济补偿要求的案件中，有 14

魏小军在代理案件中发现，
一般当事人不会主

起是由于双方分居多年，
法院认为双方虽没有书面

张家务劳动补偿，代理律师基于专业分析，在夫妻

约定分别财产制，但双方分居生活期间，各自所得

双方共同财产较多且存在一定争议空间的情况下，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129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也不建议单独提出该项请求。

金额过低，
从而导致当事人的主张可能没有实质价

他认为，虽然民法典扩大了适用条件，但由于

值。

目前家务劳动补偿标准不明确且实务操作中补偿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家务补偿，专家称是法律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
2021-02-22 新京报

记者 徐美慧 编辑 陈思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1399765015199.html

律师表示，5 万元补偿数额并不低；民法典对

该案中对于家务补偿款的判决依据是今年 1

家务劳动补偿打破了分别财产制的限制，
是从法律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民法典》。

高度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
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

新京报讯（记者 徐美慧）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

万元家务补偿”一案引发公众热议。近日，北京市

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

房山区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

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偿案件。法院一审判决在准予双方离婚的基础上，

杨晓林介绍，《民法典》实施之前实际上也有

考虑到女方在照顾孩子、
料理家务等方面负担了较

相关规定。他介绍，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第四

多义务，判决男方给女方家务补偿款 5 万元。

十条，据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的社会现实，增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

设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但存在一个前提，就

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杨晓林律师表示，
该判决体

是要以书面约定夫妻双方采取分别财产制。

现了法律层面对于家务劳动价值的高度认可。
针对

“此前这一规定从表面上看，不仅性别平等

该案中 5 万元家务补偿款数额是否合理，杨晓林

而且重在保护女性，
但由于实践中采取分别财产制

认为，补偿数额应依据实际情况裁量，
“法官自由

度的夫妻数量很少，
导致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脱

裁量所设定的 5 万元补偿数额并不低，否则对方

离实际，基本上属于‘僵尸条款’。”杨晓林表示，

也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判再高而会使判决落空。”

其从事婚姻家事律师业务十多年间，
未曾遇到一例

该案判决有何意义？

适用该条款的案例。

——专家：是从法律高度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民法典》
取消了家务劳动补偿的分别财产制
的限制。“民法典对家务劳动补偿打破了财产制的

该案中提到的“家务补偿”是什么？判决依据

限制，是从法律的高度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为何？

杨晓林说。

杨晓林介绍，所谓“家务劳动补偿”
，就是对

在这样的条件下，夫妻一方投入家务劳动较多

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在离婚时享有的经济补

的，离婚时不但享有均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还

偿权利的规定，
“这实质上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

可以要求获得额外的家务劳动补偿，
“这加强了对

可，
能够让经济地位较弱而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

家庭投入较多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
属于离婚经济

方在离婚时享有经济上的补偿，
享有补偿方大多数

补偿制度的一部分。
”

情况下为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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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万元赔偿是否过少？

杨晓林表示，这种质疑的观点相对片面。他表示，

——专家：补偿数额不低，过高可能使判决落空

对于案件的判决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在双方无多
少共同财产且双方均属于较低收入水平的前提下，

该案一审判决的 5 万元家务补偿款的考量因

法官自由裁量所设定的 5 万元补偿数额并不低，

素有哪些？

否则对方也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判再高而会使判决

杨晓林介绍，对于补偿的数额，法院综合考量

落空。
”

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务劳动时间、投入家务劳动的

他介绍，补偿金是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确定

精力、家务劳动的效益，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自

为基础，应当从承担支付义务一方的个人财产或分

我发展空间的压缩，其个人工作选择、收入能力等

得的共同财产中支取，而不能采取在夫妻共同财产

方面的机会成本的影响。

分割前先扣除经济补偿。
“因此，在该案中，5 万

此外，另一方是否因此获得有形财产利益、无

元补偿金是在双方共同财产实际分割前提下另行

形财产利益及可期待的财产利益也是考量因素，如

设定的补偿金额，而非离婚时所得到的全部财产。”

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学历、学位、工作前景

“北京房山区法院的这个案例，相信会对其

等。

他法院的家事审判带来很好的借鉴意义，
从而更好

杨晓林表示，目前依据已有公开信息，案件涉

地推动家事审判中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杨晓

及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没有过多共同财产，
王女士

林说。

一些主张因证据不足也没有得到支持，
但因王女士
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
适用民法典本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条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她的合法权益。

编辑 陈思 校对 李世辉

针对网络上“5 万元赔偿是否过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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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专题
（一）理论学术动态、学者视点
王轶、包丁裕睿 |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规则实证研究
2021-02-01 民法九人行

包丁裕睿

https://mp.weixin.qq.com/s/rgDLr1v4Cl3ylidaTy4Gbw

一、问题属性、讨论方法与分析对象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问题属性与讨论方法

包丁裕睿

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
民法问题可以区分

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为：事实判断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解释选择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

立法技术问题和司法技术问题。从法理上看，民法
摘要：
在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清偿问题

适用的根本依据即为社会的价值共识，因此价值判

时，
裁判者在婚姻家庭保护和债权人保护之间作出

断问题是现代民法的核心问题。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

了何种价值决断，是民法问题中的事实判断问题。

定和清偿问题，
即在何种情况下将特定债务认定为

对法释〔2018〕2 号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与各高级

夫妻共同债务，
以及清偿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或夫妻

人民法院援引该司法解释作出的 863 篇裁判文书

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为何，
是当前民法价值判

加以分析可见，在既有规范技术的框架下，裁判者

断争议集中的领域之一。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既有价

仍然可以通过不同解释方案实现不同的价值判断

值取向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

结论。裁判者对现有规范中“共同意思”
“家庭日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8〕

常生活”
“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等概念的不

2 号，以下简称《夫妻共同债务解释》
）改变了《最

同解释方案，以及各类债务清偿规则的确定，有时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反映了裁判者面对“边缘案例”作出了复杂的价值

干问题的解释（二）
》
（法释〔2003〕19 号，以下简

衡量，
即通过责任确定或责任承担规则的扩张或限

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 条的夫妻共同

缩进行了价值决断；
有时则反映了裁判者对规范意

债务“时间推定”论，而用三个条款分别规定了基

涵的理解偏差。
对裁判者既有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

于夫妻双方合意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为家庭日常

得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结论，
可以检验既有夫妻共同

生活产生的夫妻共同债务，
以及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债务的认定和清偿规则所包含的协调策略的绩效，

范围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夫妻共同债

为进一步凝聚共识奠定基础。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第 1064 条亦表达了相同的价值判断立

关键词：
夫妻共同债务；
清偿规则；
责任财产；

场。

事实判断

一般而言，
如果对特定的利益冲突已有法律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

定，司法者就必须尊重立法者体现在实定法中的价

法典编纂重大疑难问题研究”
（项目号 14ZDC017）

值取向，不应随意利用自由裁量权进行利益判断和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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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衡量。然而，在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清

保之债，1 份裁判文书针对侵权之债。

偿这一具体价值判断问题时，
实定法在价值层面存

在各高级人民法院的 400 份裁判文书中，
就裁

在家庭伦理价值（对非举债配偶方的保护）与交易

判结果看，认定个人债务的有 167 份（41.75%），

安全与效率价值（对债权人的保护）的紧张关系，

认定共同债务的有 233 份（58.25%）
。就债务发生

并在规范中留有充分的解释空间。因此，不同裁判

原因看，361 份裁判文书针对借款之债（90.25%），

者可能对规范中的“共同意思”
“家庭日常生活”

23 份裁判文书针对非借款的合同之债（5.75%）
，

“共同生产”或“共同生产经营”等概念作出不同

12 份裁判文书针对担保之债（3.00%）
，3 份裁判文

的解释，得出价值取向不同的裁判结果。实践中，

书针对侵权之债（0.75%）
，1 份裁判文书针对不当

裁判者体现了何种价值判断、
是如何通过法律技术

得利之债（0.25%）。就援引的法律条文看，53 篇裁

实现其价值判断结论的，
这是民法问题中的事实判

判文书在说理部分直接援引了《夫妻共同债务解释》

断问题。
对事实判断问题的回答是民法问题讨论者

第 1 条（13.25%）
，48 篇裁判文书在说理部分援引

寻求相互理解，并达成新的价值共识的重要基础。

了《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2 条（12.00%）
，283 篇

在“反思型”法治之下，事实判断问题还可以发挥

裁判文书在说理部分援引了《夫妻共同债务解释》

检证民法所包含的利益协调策略
（即价值判断结论）

第 3 条（70.75%）。也有一些法院未在说理部分直

绩效的功能，
其结论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民事

接援引《夫妻共同债务解释》，但实质上依据《夫

立法及民法学的独特性。
本文拟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妻共同债务解释》确立的规则进行了裁判。

对这一事实判断问题作出初步回答。

本文将以上述对《夫妻共同债务解释》进行实
质分析的 421 份裁判文书为文本，依据《夫妻共同

（二）实证考察对象

债务解释》
规定的三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方法对裁

本文通过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和中国裁判文

判实质理由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对裁判者不同的

书网考察了自 2018 年 1 月 18 日《夫妻共同债务

解释路径和价值判断结论分别予以“白描”式的展

解释》
生效起至 2019 年 7 月 18 日止共 18 个月内，

示。

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包含

二、基于夫妻双方合意的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
问题的解释”这一关键词的所有裁判文书，主要研

《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1 条规定，
“夫妻双

究裁判者适用
《夫妻共同债务解释》
的情况。
其中，

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共 39 篇，各高级人

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该条

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共 824 篇，合计 863 篇。除

确认了基于配偶双方的意思表示产生的夫妻共同

去因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及民事诉讼法程序事项

债务，这在司法实践中并无太大争议。但是当意思

等未对
《夫妻共同债务解释》
进行实体分析的裁判，

表示未明确责任承担方式时，裁判者在意思表示解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1 篇、各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释中的价值判断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另外，
依据
《民

的 400 篇裁判文书对《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的实体

法典》第 140 条的规定，默示和在特定条件下的沉

规则进行了分析。

默亦是意思表示的方式。那么，在何种情况下可以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 21 份裁判文书中，就裁判

将非举债方的行为或单纯的沉默解释作为共同举

结果看，认定个人债务的有 4 份，认定共同债务的

债的意思表示，就体现了裁判者的价值取向。

有 17 份。就债务发生原因看，12 份裁判文书针对

（一）明示的意思表示

借款之债，5 份裁判文书针对非借款的合同之债

依据多数人之债的一般原理，夫妻双方共同签

（如买卖合同、合伙合同）
，3 份裁判文书针对担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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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债务是当然的夫妻共同债务。
若夫妻双方确有

是“有事后追认债务”且“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表

签字作为明确的意思表示，
认定该笔债务为夫妻共

示”。另外，非举债方向债权人书面确认举债方的

同债务并无太大争议。

债务金额，或约定以家中字画、车位等财产进行以

在某些交易（特别是商业担保交易）中，债权

物抵债的，也可被认为是对债务的追认。还有法院

人往往会要求举债方配偶以“配偶”或“财产共有

认为，非举债方为案涉债务提供担保，也是对债务

人”的名义签字。以“配偶”或“财产共有人”的

的事后追认。但持不同意见的法院指出，由于“在

名义签字是否当然导致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实际生活中，债务人通过他人账户或委托他人向债

针对此种对责任承担方式未予明确的意思表示，法

权人转交欠款并不鲜见”
，非举债方清偿债务的事

院有三类解释方案。第一类方案认为，以保证人配

实不能完全证明非举债方有共同承担案涉债务的

偶身份签字并不代表举债的共同意思，
该签字行为

意思表示。

仅能证明非举债方
“对其配偶提供保证的行为知情，

（三）单纯的沉默

但知情并不等于愿意承担责任”
，因而此种签字不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1 条所规定的“共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

意思表示”
，该债务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二

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
（浙高法〔2018〕89 号，以

类方案认为，尽管配偶一方以“共有人”身份在另

下简称
《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
第 1 条确认，

一方配偶作为保证人的担保合同上签字不会导致

“共同做出口头承诺、共同做出某种行为等也是夫

其作为共同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但依据合同

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若有证据证明配偶一

条款，该签字行为属于“认可保证债务为夫妻共同

方对负债知晓且未提出异议的，
如存在出具借条时

债务”
，
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在场、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银行账户、归还借

而第三类方案认为，以“配偶或授权代理人”身份

款本息等情形的，可以推定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

签字将导致该保证合同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

意”。该规定亦被其他地区的法院所援引。该规定

债务，签字人应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的“出具借条时在场”及“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
握的银行账户”就属于单纯的沉默。

（二）默示的意思表示

将“知晓且未提出异议”作为“共同举债的合

事后追认可以发生非举债方共同承担债务的

意”的推定方式，大大增加了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

法律效果。
追认不仅包括书面或口头形式对债务的

同债务的可能。法院对非举债方“知晓且未提出异

明确追认，也可能包括以行为进行的默示追认。何

议”的把握有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认为，非

种行为可以被解释为
“追认”
，
需要进行价值判断。

举债方知晓“债务的存在和具体数额”，且未明确

非举债方可能在债权人催要借款时做出意思

作出不予认可的意思表示的，属于“通过默认方式”

表示。有法院认为，在债权人到债务人家中催要借

作出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第二种方案认为，非举

款时，非举债方“有还款意愿”可以作为其“作出

债方仅需知晓举债事实且未反对，即可让“债权人

了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
。但也有法院认为，在债

有理由相信”借款系夫妻双方合意或已经过非举债

权人讨债时，
非举债方基于夫妻关系代替举债方偿

方同意；第三种方案认为，在举债方进行经营活动

还借款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对债务的追认。
因为其

的背景下，
不要求非举债方对债务数额和出借人有

还款行为可能是在对借条的背景事实不知情的情

认识，
非举债方仅知晓举债方因经营需要而在外借

况下，
“为家人安宁的无奈之举”
。

款的事实即属“对负债知晓”。甚至有法院仅以非

非举债方也可能主动清偿债务。有法院指出，

举债方知晓举债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即以“知晓”

以个人银行账户向债权人还款的行为，
可以被认为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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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债务。

时进行“连带责任”推定有正当性基础；但是另一

还有许多法院依据
“所借款项汇入配偶掌握的

方面，在配偶双方都做出明示意思表示的情形下，

银行账户”
这一事实推定存在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

债权人风险控制能力较强，
债权人完全可以要求配

有法院指出，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有理由相信”存

偶双方做出更为明确的意思表示，让债权人承担意

在夫妻
“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且非举债方知晓“举

思表示不明确的“风险”也有正当性基础。在意思

债方已收到借款”
，因此从保护债权人信赖利益出

表示对责任承担不明确时的“推定”就需要价值决

发，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亦有法院认为，

断。

仅凭款项汇入配偶账户的事实，
不能认定非举债方

在默示的意思表示解释中，
面对非举债方主动

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
。

向债权人还款的行为，法院依据常理认定非举债方

还有裁判认为，
若夫妻双方先前就债务共同签

的行为属于追认的意思表示，符合解释规则中的

字，
则尽管其中一方之后在向债权人出具的承诺书

“习惯以及诚信原则”。非举债方的还款行为仅是

或欠条等文书中独自签名，
另一方配偶仍需对剩余

代举债方“转交欠款”，在生活中并不常见，因此

欠款承担还款责任。
有法院认为这属于夫妻关系间

需要相对更高的论证义务。
关于非举债方在债权人

的表见代理。
还有法院在举债方与债权人订立八份

催款时做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存在更大争议。

借款合同，
其配偶在其中三笔借款的借条上签字的

此时将还款行为直接等同于对债务的追认似乎并

情况下，直接推定其配偶对“另外五笔借款理应知

不妥当，非举债方对债务的知情情况、债权人催讨

晓”
，并认定其“是本案全部八笔借款的共同借款

债务的场景和方式等均应当被纳入考量因素。

人”
。

以单纯的沉默作为“共同举债的合意”
基础时，
裁判者是基于沉默的意思表示还是夫妻间表见代

（四）小结与分析

理作出裁判，其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并不清晰。但

意思表示的解释是民法学中的重要课题。
《民

无论基于何种理论，实质问题是非举债方的“知晓

法典》第 142 条第 1 款确认，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

且未提出异议”的“可归责性”
（风险控制能力）

示的解释，
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
结合相关条款、

与债权人未明确要求非举债方作出意思表示的
“可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意思

归责性”之间以及非举债方承担额外债务的风险与

表示的含义”
。当然，夫妻双方就共同举债所达成

债权人的“信赖保护”之间价值的衡量。应该说，

的一致的意思表示还应符合《民法典》第 143 条规

要求非举债方知晓“债务的存在和具体数额”
，或

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

至少要求其知晓“举债事实”是必要的。仅因非举

在明示的意思表示解释问题中，非举债方以

债方知晓“举债方因经营需要而在外借款”，甚至

“配偶”
“见证人”或“财产共有人”的名义签字，

仅知晓“举债方的经营活动”就判定其有承担债务

裁判者有的将其解释为
“无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

的共同意思表示，既偏离了法律形式推理的结果，

有的将其解释为“以共有财产承担债务”
，有的将

也偏离了实质风险分配的合理范围。
至于以汇款去

其解释为“有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
。不同的解释

向作为意思表示，则要区分举债方“配偶掌握的银

方案可能源于不同案件中“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

行账户”和举债方实际控制的“配偶名下的银行账

和目的”的差异，但裁判者的价值取向无疑也占据

户”，以及债权人的知情情况、当事人之间的交易

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
“如果考虑到配偶双方都

习惯等，对意思表示背后的风险分配进行实质性分

做出意思表示的情形中，
双方一般都会具有亲密关

析。

系，由此配偶双方串通的道德风险更高，同时配偶

三、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夫妻共同债

双方共同获益的可能性较高”
，在意思表示不明确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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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从借款款项金额进行推定”
。
另一方面，
也有一部分法院主要以用途标准认

《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2 条确认，
“夫妻一

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关于“家庭日常生活”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的范围，大部分法院的理解较为近似，即包括夫妻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

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

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学说上一般

必要开支事项，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日用品购

认为，该条是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规定。与普通的民

买、医疗保健、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文化消费等。

事代理不同，其无须以被代理人（配偶另一方）名

即使债务数额较高，在目的上属于“家庭日常生活

义做出法律行为，
在效果上则是对配偶双方发生效

需要”的债务也被一些法院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力。在法教义学上，可以认为是法律将一方对外做

例如，有法院认定举债方借款 20 万元购买家具属

出的法律行为拟制为双方做出的法律行为，
或拟制

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有法院还进一步认为，

非举债方对此债务作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
既然日

购买自住用房或车辆所负债务也属于
“家庭日常生

常家事代理权有拘束未做出意思表示的非举债方

活需要”。

的强大效力，那么如何界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就至关重要。

（二）举证责任

（一）金额标准与用途标准

对债务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举证
责任，一部分持金额标准的法院认为，当债务额较

《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指出，认定“家

小时，债权人无须额外就债务用途举证；一部分持

庭日常生活需要”主要应考察“负债金额大小、家

用途标准的法院认为，债权人应当证明举债方“以

庭富裕程度、夫妻关系是否安宁、当地经济水平及

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确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部分

交易习惯、借贷双方的熟识程度、借款名义、资金

法院持折中观点，不要求债权人证明借款确实用于

流向等因素”
。实践中，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某一用途，而仅要求借款符合债务人“婚姻关系存

债务”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两项：金额标准和用途标

续期间家庭消费情况”
《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

准。

也采取了折中立场，即“交易时债权人已尽谨慎注

一方面，金额标准无疑在判断“家庭日常生活

意义务……有充分理由相信债务确系为家庭日常

需要”中有重要意义。依据日常家事代理的法理，

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权人无需举证证明该债务是

法院一般都认可，数额较大的借款不属于“家庭日

否实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若配偶抗辩债务不属于

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但是一部分法院仅依据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的，应由其举证证明所负债务并非用

金额径行对债务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作

于夫妻共同生活”。

出判断，不再进一步分析借款的用途。然而，将金

部分法院还对单笔债务的举证责任进行了
“切

额较小的债务直接认定为基于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割”。有裁判指出，
“在认定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

的债务存在风险，
因为单笔金额较小的债务亦有可

共同债务时，不宜简单地以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出

能叠加为巨额债务。事实上，多笔以“家庭日常生

认定，
而是应当区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活需要”认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总额逾百万元的案

部分和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部分”
。

例并不鲜见。也有法院在无法查知举债目的时，转

该法院认为，举债方“对外举债一定程度上维持

而通过考量债务金额判断债务性质。例如，有法院

了……超出一般家庭日常生活的高额消费”。因此

认为，由于现有证据“无法从借款目的或用途判断

法院通过考察家庭日常消费水平，酌定债务的一部

案涉款项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
，因此“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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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妻共同债务。

途举证”；也有部分裁判者额外要求债权人证明债
务“确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类裁判体现了裁

（三）小结与分析

判者在个案中的价值判断，
但并非裁判者的主流价

尽管有学者指出，在比较法上，德国法和法国

值判断。

法中“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家事代理权之适

四、基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夫

用范围均将借贷排除在外，
但在本文所分析的案例

妻共同债务

中，44 份以家事代理为实质依据的裁判中，有 39
份针对的都是借贷之债。可见，我国司法实践已普

《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3 条确认，
“夫妻一

遍接受借贷之债也可作为
“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所需”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的债务。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司法实践中，关于“家庭日常生活”标准的确

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

定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存在较大分歧。

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

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标准的确认上，大部

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从数据上

分裁判者普遍采取了金额标准、
用途标准或二者结

看，绝大部分裁判者都以该条作为裁判依据（援引

合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符合学说上认可的“日常

该条作为说理依据的裁判文书占 70.75%）。由于

家事代理的首要目标是强化配偶之间的生活共同

“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已经由《夫妻共同债务解释》

体而非保护交易安全”的法理。但是司法实践中部

第 1 条所规定，该条实质上确立的是基于“共同生

分裁判者采取的单纯的金额标准或用途标准均存

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夫妻共同债务。在一些

在不足。就单纯的金额标准而言，已有判例表明，

“边缘案例”中，裁判者运用法律解释技术对“共

多笔小额债务有叠加为巨额债务的风险。
学界亦指

同生活”及“共同生产经营”进行解释，可以表达

出《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规定的“单笔举债

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还有法院超出司法解释文义，

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20 万元以下标准过高，且

直接提出了“共同利益”标准。

未排除“一方向多个债权人分别举债”的风险。就

（一）共同生活标准

单纯的用途标准而言，即使“衣食住行”属于“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
，但部分法院将购置房产、购买

《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指出，只要是夫

机动车也纳入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的做法并不妥

妻双方共同消费支配或者用于形成夫妻共同财产

当。此类对夫妻共同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交易，不属

的支出，都属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一般而

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
这是为了保障非举债

言，举债方在借款合同中写明借款用于共同生活

方对重大交易事项的决策权，
同时亦无必要在债权

（如购买家庭生活用品、偿还银行贷款、子女教育

人的风险控制成本更低时通过让配偶双方承担连

及其他开销）的，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

带责任对之进行保护。类似地，奢侈性消费或过度

均予以认可。但有法院作出的裁判认为，借据中虽

消费也不应包括在日常家事代理权中。

写明所借款项用于共同生活，但在没有非举债方签

就举证责任而言，
大部分法院要求债权人仅需

字认可的情况下，仍不能仅以借据上所写的用途认

举证证明债务存在、
债务符合当地一般认为的家庭

定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另外，在借条中写明借

日常生活范围，
无须举证证明该债务是否实际用于

款用于举债方“个人需要”的，在没有相反证据证

家庭日常生活。
这一标准与主流学说中体现的价值

明的情况下，一般不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借款后

取向一致。以此为基准，部分裁判者放松了证明标

直接转交给第三人的，一般不被认为是“用于夫妻

准，在债务数额较小时无须债权人“额外就债务用

共同生活”
。为成年子女还债而借款亦不属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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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活”
。有法院从借款利息出发，认为高息借款

标准取代“共同生产经营”标准。

（如年利率 30%）一般不会用于家庭生活。

在公司场景下，
在夫妻双方分别担任涉案公司

有大量的法院都通过日常生活经验，
对非举债

的董事长、监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经理、监

方的收入、消费情况等进行分析，判断债务是否用

事等职务或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法院倾向于认定

于夫妻共同生活。
《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也

存在“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另外，涉案公司与夫

规定，
“负债期间购置大宗资产等形成夫妻共同财

妻双方有多次转账往来，
夫妻双方均为涉案公司股

产”
可以作为
“考虑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因素。

东（甚至仅有的两名股东）
，夫妻双方均为股东的

事实上，裁判者对“共同生活”呈现出两种不

公司为举债方借款提供担保，公司注册地为夫妻二

同层次的理解方式。一类观点将“共同生活”理解

人的居住地，夫妻曾以共有房产进行抵押、借款用

为“直接目的”
，例如，举债方购买商品或服务产

于公司运营，非举债方收取公司提成，非举债方为

生的债务，或举债方将借款明确、直接地用于“共

公司对外宣传做广告、有权销售公司财产等因素，

同生活”
。另一种观点则通过考察负债期间的家庭

均被法院纳入认定存在“共同经营”的考量。大多

收入和消费情况，间接判断借款是否用于“共同生

数法院确认，非举债方对涉案公司的持股属于认定

活”
。这实际上意味着借款的确切用途无法查明，

存在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要素。但在非举债方

而仅是具有用于“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后一种理

少量持股的情况下，不必然存在夫妻“共同生产经

解下的“共同生活”
，实质上接近于“共同利益”

营”。少部分法院仅依据夫妻双方均为涉案公司股

标准。

东（且并非唯二股东），径行认定存在“共同生产
经营”
。

（二）共同生产经营标准

更宽泛地认定存在“共同生产经营”裁判中，

对
《夫妻共同债务解释》
第 3 条进行反对解释，

有法院指出，由于举债方投入“经营的资金数额巨

可以得出，配偶一方即使出于经营目的举债，但并

大”，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举债方经营公司的行

非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事业的，也不属于夫

为“系共同经营行为”即可，且“公司是否存在利

妻共同债务。一般认为，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主要

润未分配的情形，均不影响”上述认定。还有法院

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
或者虽由

将待缴的出资和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也作为夫妻

一方决定但另一方进行了授权的情形；
夫妻共同生

共同经营产生的共同债务。

产经营所负的债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业、

一部分法院认为，债权人应当证明债务实际用

共同投资以及购买生产资料等所负的债务”
。判断

于共同生产经营。但亦有一部分法院认为，债权人

经营活动是否属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要根据经营

只需举证证明夫妻共同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共

活动的性质及夫妻双方在其中的地位、
作用等进行

同经营即可，而不必证明债务事实上用于共同经营

综合认定。

公司。可见，与“共同生活”标准类似，裁判者对

在非公司场景下，
在举债方经营个人独资企业、

“共同生产经营”也有“直接目的”和“可能目的”

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虽无法律实体但进行了

两种不同理解。

投资经营等情形下，如果可以认定非举债方“实际

（三）共同利益标准

参与了合作的过程”
，当然可以认定存在“共同生
产经营”
。进行具有投资性质的交易，如购买商业

虽然《夫妻共同债务解释》并未直接采纳学说

房产等，也属于“共同生产经营”
。但非举债方是

上的夫妻“共同利益”标准，但是这一标准仍然对

否“实际参与”生产经营，属于家庭共同体内部事

法院的裁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少法院在说理中明

项，难以查知。此时法院可能转而以“共同利益”

确指出，“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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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债务是否为共同债务的标准之一。
在法学方法

“所借款项无论用于公司经营或用于建房或归还

论上，一部分法院通过对“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

建房所借资金，均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的解释，实质采用了“共同利益”标准；另

经营所负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有裁判指出，若非

外一部分法院则直接提出应采用
“共同利益”标准，

举债方亦有使用案涉借款账户进出资金，
则可判决

而未对《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3 条的类型化标准

非举债方对借款本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也有法院

进行解释或说明。

指出，
若夫妻双方的银行账号间存在对所借款项的

在司法实践中，
“共同利益”标准又有三类适

调动，则可依据“夫妻双方基于夫妻共同利益对其

用模式：
第一类以负债所获利益归属作为判断依据；

共同财产进行管理支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类考虑负债期间家庭的支出情况，
判断债务是

复次，
共同利益标准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非借

否有用于“共同利益”的可能性；第三类则坚持“可

贷的合同之债。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中指出，对买

能的共同利益”不代表“事实的共同利益”
，要求

卖合同产生的债务，
由于“案涉债务源于交易行为，

债务确实为夫妻带来了共同利益。下面逐一介绍。

有相应的对价”
，非举债方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获
益，因此“将案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符合权

1.以收益归属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利义务一致原则”。

以负债所获利益归属作为共同利益判断依据

最后，即使对非合同之债，共同利益标准依然

的法院，其裁判有如下特点。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指出，财产损害赔偿之

首先，部分法院认为，即使举债方举债经营的

债自然不存在另一方配偶
“签字同意或事后追认的

企业不能被证明存在夫妻“共同经营”
，只要企业

问题”
。由于侵权人夫妻双方“共享了生产经营的

的经营收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该债务就属于夫妻

利益”
，侵权人对外承建工程的过程中发生的火灾

共同债务，这是“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体现。

源于其生产经营，“由此产生的债务亦应视为夫妻

最高人民法院也有裁判指出，
由于以举债方的名义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

投资形成的财产权益依法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案

法院以收益归属认定存在“共同利益”从而认

涉款项直接由举债方公司使用，因此非举债方也

定夫妻共同债务时，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较轻。有部

“间接受益”
。
《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指出，

分法院直接依据夫妻共同财产制推定共同利益的

“举债用于举债人单方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
但配

存在，
也有法院认为债权人只需就共同利益的发生

偶一方分享经营收益的”
“
，可以考虑认定为夫妻共

可能性举证即可，因为“鉴于货币的种类物特征，

同债务”
。

货币在流通过程无法做到一一对应，
如让出借人再

其次，在举债方举债用于个人独资公司、合伙

承担一一对应的举证责任，实在是过于苛刻，基本

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或在无法律实体进行投

无法做到”
。

资经营等情形下，由于较难判断是否存在夫妻“共
同经营”
，法院往往会直接考察举债方的经营是否

2.以负债与家庭消费和收入的关系认定夫妻

使配偶受益，用“共同利益”标准取代“共同生产

共同债务

经营”标准。对借款后转贷，若属于赚取利差的投

实务中，法院还可能考察负债与家庭消费和支

资经营行为，法院通常认为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出的关系，
以判断债务是否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的

若在转借时并未谋取利益的，
则因缺乏
“共同利益”

高度可能性。此中又主要存在两种进路：第一种是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考察举债后的家庭消费与收入情况，
判断该笔债务

再次，在无法判断借款具体用途时，法院亦可

用于夫妻共同利益的可能性；第二种是考察举债方

能通过
“共同利益”
标准进行裁判。
如有裁判指出，

家庭的长期消费与收入情况，判断举债目的（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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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举债方的经营行为）
对家庭共同利益的贡献可能

法院还可能认为，不能仅依据夫妻共同财产制

性。

或收益归属认定夫妻共同利益的存在。只有借款实

在第一种进路下，
法院往往考察债务人举债后

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才能认定为共同

是否有用于家庭的大额消费，如购买房产和车辆、

债务。在证明标准上，有法院认为只有待证事实的

提前支付贷款、负担子女大额教育或生活费用等。

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
才能认定夫妻共同获益的

相反，若购买商品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均在所涉借

事实存在，
人民法院不应直接推定收益用于共同生

款出借之前，则不足以证明借款用于共同利益。在

活。这类裁判不承认或高度审慎地判断
“间接受益”

第二种进路下，若举债方从事经营活动，而非举债

的存在。

方没有稳定收入，
或无法证明有其他足以支持购买

有法院指出，要判断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

高价车辆或房产等消费的收入，
则可以说明该经营

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必须证明此笔借款
“确实用于”

活动对家庭共同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既然经营活

而非“可能用于”家庭目的。“对负债用于夫妻一

动服务于共同利益，则为经营活动的举债“间接”

方以单方名义经商办企业的，不宜一律认定为夫妻

地服务于共同利益，该债务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共同债务。
”换言之，不能以“可能的共同利益”

而在非举债方“工作和收入稳定，有能力负担家庭

代替“事实的共同利益”
。此即理论上的“债务的

日常生活所需”
，或“有足够的收入用以维系家庭

个别判断原则”
。

生活消费，无需向他人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

在“共同利益”实现的可能性上，
有法院指出，

情况下，则举债为了夫妻共同利益的可能性较小，

应结合债务发生的时间、数额、形成过程、资金流

法院倾向于否认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向、是否有要求非举债方签字的可能等因素，综合

在极少数个案中，还有法院更宽泛地认定“共

判定债务性质。例如，有法院指出，离婚前夕或夫

同利益”的存在。例如，举债方借款用于偿还个人

妻感情不和时，
“将借款或经营所得用于夫妻共同

债务的，
由于该个人债务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

生活的可能性甚微”。
夫妻二人长期未共同生活时，

非举债方居住的房屋作为抵押，
而借款偿还该个人

债务也不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此处对“共同生活”

债务后，银行贷款抵押登记被涂销，法院认为这也

的强调实质上也是对共同利益实现可能性的强调。

应属于非举债方受益的情形。

《浙江省夫妻债务纠纷通知》对可能的“共同利益”

在举证责任上，
由于债权人往往难以查知债务

采取了审慎但不绝对的立场，该通知规定：“一些

人的具体收入和消费情况，有法院指出，
“由于夫

案件中，负债用于夫妻一方以单方名义经商办企业，

妻关系、
家庭生活的私密性，
基于公平及诚信原则，

或进行股票、期货、基金、私募等高风险投资的，

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对债权人举证证明责任予以

不宜一律以‘不能排除收益用于共同生活’为由，

平衡，妥当把握证明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负担”。

‘一刀切’地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尤其在夫妻长

部分法院要求债权人就债务人购置不动产或大额

期分居、矛盾激烈等情况下，如果有独立收入来源

消费的事实进行举证，
但也有法院依据 2001 年《最

的配偶一方抗辩对举债人的经营或投资行为完全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9 条，

不知情，且未分享经营或投资所得的，应谨慎认定

认为某些情形下的“共同利益”属于“根据已知事

债务性质为夫妻共同债务。
”

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小结与分析

债权人无须举证证明。

由上可知，裁判者对《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3.认为“可能的共同利益”不代表“事实的共

3 条适用的主要分歧在于对其中“共同生活”和“共

同利益”

同生产经营”的理解。有些法院认为案涉债务必须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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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
直接地用于
“共同生活”
或
“共同生产经营”；

是几乎所有法院都认可，未经实体审理，执行程序

有些法院则认为案涉债务只要有用于“共同生活”

中不得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或“共同生产经营”的可能性即可。后者实质上采

在对共同财产进行执行时，
关于非举债方对共

纳的是“共同利益”标准。当然，也有法院直接将

有财产所享有的权利，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

“共同利益”作为裁判依据。在对“共同利益”标

有的法院指出，
非举债方对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不

准的把握上，
三类不同裁判模式分别代表了对案涉

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依据《最高人

债务用于“共同利益”可能性的不同要求：以共同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制为基础的“逻辑上的可能性”
，表现为“共

财产的规定》
（法释〔2004〕15 号，以下简称《查、

同利益”的推定存在；以负债与家庭消费和收入关

扣、冻规定》）第 14 条的规定，在共同共有人与债

系为基础的“经验上的可能性”
，表现为优势证据

权人协商一致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前，人民法院可

标准和对法官职权、心证的强调；以事实的共同利

以查封该财产。例如，在另一方配偶对共有房产不

益为基础的“事实上的可能性”
，表现为“高度盖

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非举债方“享有的权利

然性”或“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和债权人的举证

份额不能阻却执行，
仅有权对案涉房屋的拍卖款享

责任。
三类裁判模式分别体现了或着重保护债权人，

有权利”。有的法院指出，非举债方享有的是共同

或平衡保护，或着重保护非举债方的价值判断。

共有中的份额，而不能针对具体财产主张共有，因

从该规范的正当性上看，对“共同生活”和“共

此，非举债方对执行法院查封并予以评估拍卖的执

同生产经营”进行广义的理解，以至于包括非举债

行标的物不享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实体权利。由此

方间接收益的情形，
是符合法定共同财产制的背景

可知，非举债方在未依据《查、扣、冻规定》第 14

下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的。
从裁判文书的数量看，

条达成财产分割协议或依据《婚姻法解释（三）》

扩大解释“共同生活”和“共同生产经营”或径行

第 4 条提起析产之诉时，无法“先析产，再执行”
。

采纳“共同利益”标准的裁判占援引《夫妻共同债

有法院则认为“配偶就夫妻共有财产中享有的

务解释》第 3 条的裁判文书中的多数。这和学说上

份额有权排除强制执行”
。在依程序对夫妻共同财

推崇“共同利益”标准的趋势相一致。对“共同利

产予以分割前，
不能强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个

益”判定标准的差异，本质上映射了《婚姻法司法

人债务。有法院指出，“对于夫妻共有财产，在双

解释（二）
》第 24 条与《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3

方未约定份额时，双方有同等的权利，本案中无证

条所蕴含价值判断的差异。前者的“时间推定”标

据证明双方约定各自在共有财产中的份额，故双方

准类似于婚姻期间共同利益存在的推定；后者的

各占二分之一。对于诉争七层房屋及地下室或车

“用途标准”
则存在对共同利益
“经验上的可能性”

库……各应分得 3.5 层及相应的地下室或车库。”

或“事实上的可能性”的两种理解。对于不同价值

在执行共有的股权时，非举债方也可以根据离婚协

判断体现的举证责任的差异，
学说和裁判上均并未

议要求停止对案涉股权的一半份额的执行。执行银

达成共识。

行账户中的资金时，法院可以直接划转其中 50%。
这一观点事实上支持了“先析产，再执行”。

五、个人债务与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

还有法院取折中观点，尽管不允许非举债方

（一）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清偿规则

“先析产，再执行”
，但在拍卖中仅对举债方“所
享有的财产份额进行处分”
，形成拍得人的份额和

在执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时，
法院普遍允许夫

非举债方的份额并存的情况。另有少数法院在执行

妻一方个人债务的债权人就债务人个人财产以及

小额债务时采取了“直接处置共有财产中的非主要

其在共同财产中的份额（即一半）实现其权利。但

部分”的方法。例如，有法院认为，在民事执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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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
如果仅对被执行人夫妻共同财产中的非主要

进行了区分，并认为非举债方承担的“共同还款责

部分（如小额存款、车辆等）进行处置，或者该共

任”并非“连带责任”。还有法院在概念上不区分

同财产的价值明显不超过被执行人在全部共同财

“共同清偿”与“连带偿还”，认为二者“在对债

产中享有的份额，可直接予以执行。

务的清偿结果上并无区别，
不影响债权人权利的实

在清偿顺序上，
有法院认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

现”。

应当先以债务人个人名下的财产予以清偿，在“被

由于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

执行人所有或者其名下的财产不足清偿时”
，再
“执

范围的讨论并不充分，笔者也未能在检索范围内查

行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半份额”
。有法院并未明确

阅到有裁判进一步对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清偿

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清偿顺序，
但在执行共同财

顺序进行阐述。

产时要求考量分割共同财产的经济性以判断采取

（三）小结与分析

实物分割或变价分割的方式，
并允许财产共有人参

从民事诉讼法教义学出发，
在以夫妻一方个人

与购买或提供被执行人应当占有份额的财产或者

债务为依据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的裁判中，不允许

现金排除对该财产的执行。

“先析产，再执行”的裁判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为

（二）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

何在未经审判程序对非举债方取得生效给付裁判

就基于合意的夫妻共同债务而言，
大多数裁判

的情况下，
可以对非举债方的财产进行执行？理论

都确认，非举债方应承担连带责任。也有部分法院

上，对非举债方的执行行为可以通过“执行的形式

仅在裁判中说明非举债方应“共同偿还债务”或承

化原则”予以证成。而允许“先析产，再执行”的

担“共同还款责任”
，但并未提及非举债方应否承

裁判需要面对的问题是：
为何允许非举债方因债务

担连带责任。

的执行而析产？这在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婚姻法解

就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夫妻共同债务

释（三）》第 4 条的扩大解释予以证成。仅对财产

而言，
一部分法院认为非举债方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份额进行分割并执行的裁判，看似逻辑上更为融贯，

大部分法院仅作出了“共同还款责任”
“共同清偿

但实际仍面临从夫妻全部财产的“共同共有”到个

责任”
“共同偿还”等表述，而未对责任财产的范

别财产的“按份共有”的转变，并在拍卖后要面临

围进行说明。仅有一份裁判认为，非举债方对该类

按份共有下物的利用之低效率。当然，《中华人民

债务的
“偿还责任应为共同承担，
而非连带承担”
。

共和国物权法》第 99 条为此种情况“随时请求分

但该案针对的是侵权之债，是否应适用《夫妻共同

割”提供了依据。三种裁判方式分别对应的是金钱

债务解释》第 2 条之规定本身就存在疑问。

分割、
实物分割和份额分割，且均有一定理论基础。

就基于“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的夫妻

对三种处理方案的评价标准应当是公平与效率：第

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司法实践有较大分歧。有法

一种方案无须对财产进行分割，
但非举债方完全没

院认为非举债方应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作

有取得（部分）共同财产的可能；第二种与第三种

出的一系列裁判均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3

方案最终均需对财产进行分割，
但保障了非举债方

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
非举债方应承担连带责任。

取得（部分）共同财产的可能。在立法者未做出价

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
夫妻二人名下的任何财产均

值决断的情况下，裁判者就承担了对效率与公平进

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
有法院虽然在裁判中

行价值决断的任务（可以作为例证的是，采纳“先

使用了“连带清偿责任”一词，但同时将其限缩为

析产，
再执行”方案的裁判中的财产往往易于分割，

“以夫妻共同财产为限”的连带责任。也有法院明

此时分割财产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基于夫妻

确对“共同还款责任”与“连带责任”这两个概念

共同意思表示和日常家事代理的债务应属连带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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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看来已成为裁判的共识。但基于“共同生活”

精细化的价值判断。
而立法者与学术界则需要为裁

“共同生产经营”的夫妻共同债务，究竟是否应当

判者提出进行价值权衡的依据和应当考量的要素，

区分“共同债务”与“连带债务”
，裁判者并未达

并提供一个可供交流与互相说服的话语体系。

成共识。在措辞上，部分裁判者似乎并未意识到，

基于本文对既有裁判的事实判断，未来立法者

至少未在裁判文书中体现“连带债务”与“共同债

和学术界至少可以在如下问题上做出进一步的尝

务”之间的区别与关联，而混用“共同偿还”
“共

试。首先，厘清理论概念障碍，为裁判者提供清晰

同还款责任”和“共同清偿责任”
，未能明确债务

的“菜单”
。例如，在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中，基

的责任财产范围。这也对应了学界对区分“共同债

于“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究竟是“共

务”与“连带债务”的争论。

同之债”还是“连带之债”
，这一责任承担规则将
直接影响到裁判者责任判断的利益衡量基准。
其次，

六、结语

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互动上进行更精细的研究与

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与分析可以发现，
裁判

设计。例如，面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

者之间的共识与分歧与学术界的共识与分歧有着

条和《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第 3 条“僵硬”的推定

惊人的对应性。
尽管裁判者并不会在裁判文书中作

规范，
裁判者已经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充分的实践智

出诸如“风险控制能力”与“获益可能性”等对规

慧，通过程序法中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的设置寻求

范实质考量因素的论述，
但在对规范构成要件的解

利益平衡。最后，在类案与典型利益冲突场景中，

释中体现出了对规范背后多重目的的价值权衡。

立法者可以适当作出价值判断的指引。例如，配偶

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中，
非举债方保护与债

一方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而对债权人谎称

权人保护是一个要素动态平衡的过程，
与交易相关

用于共同生活，在债权人存有值得保护的信赖时，

的各类事实都会影响到非举债方与债权人的
“可归

配偶关系的存在是否本身就构成了非举债方的可

责性”
（风险控制能力）
与非举债方的获益可能性。

归责性？上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是作为事实判断

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结论的价值判断绩效的检验，同时也是作出价值判

第 24 条的僵化适用遭到了诸多批评，而对《夫妻

断结论更新的基础和前提，
而这一过程也与夫妻共

共同债务解释》第 3 条的字面解读又无法满足裁

同债务领域中国民事立法及民法学的独特性息息

判者对实质利益关系衡量的判断，因此许多裁判者

相关。

对“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进行扩大解释甚
（本文首发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专

至径行提出“共同利益”标准作为裁判依据，以期

题研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总结、比较与展望栏

实现动态的实质利益平衡。在这一意义上，裁判者

目（第 6—23 页）
，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
）

能做到立法者无法完成的任务——在个案中实现

评注 | 王洪平：遗产管理人的选定(第 1145 条)
2021-02-01 法学学术前沿

民法典评注

https://mp.weixin.qq.com/s/rj0h5AWsaqkc1ehMkaa_kg

作者：王洪平，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
遗产管理人的选定

来源：本文收录于《民法典评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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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司法解释来了 民法典评注也来了

量上还是种类上都相当有限；加之市场经济体制尚
未建立，交易活动并不活跃，个人生前能够形成的

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

债权债务关系也非常有限，
因而从继承开始到遗产

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

分割之间，一般不会经历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

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不论是对继承人利益的保护还是对遗产债权人利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

益的保障而言均非十分迫切，因而也就没有建立遗

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

产管理人制度之必要。但时至今日，伴随着社会财

管理人。

富的急剧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日益富裕，个人死亡时
历史由来

可能遗留的财产数量激增，
并且因市场经济体制已
经确立，个人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实施的市场交

本条为新增条文，
《继承法》未规定遗产管理

易行为日趋繁杂，围绕着遗产的保管、
处分、
管理、

人制度。

清算、
清偿、
分割等，
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法律关系。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民法典继承编
（草案）》

为此，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配，更好

（征求意见稿）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在第 27 条

地保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避免和减少纠纷，
《民

规定：
“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法典》增设了遗产管理人制度。

没有遗嘱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

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是贯彻遗产管理人制度的

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

一个起点。
遗产管理人的确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

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生

内容：一是确定的正当程序，二是适格的担当人。

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
”其后，
《民

本条在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两种不同继承方式的

法典继承编（草案）
》
（一审稿）第 924 条规定：
“继

基础上，就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程序和担当人进行了

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

规定，
为后续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展开和遗产的处理

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

奠定了基础。

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
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

规范内容

所地的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
”其相对于“征

遗产管理人是接受委托或者被依法指定负有

求意见稿”作出的一点修正是，将“没有遗嘱的”

遗产处理职责的人。
遗产管理人不同于遗嘱信托中

修改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
。在此基础上，
《民法

的受托人。根据本条规定，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程序

典继承编（草案）
》
（二审稿）于第 924 条又增加了

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
一是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

“村民委员会”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规定。
《民

管理人，二是共同继承人推选遗产管理人，三是继

法典（草案）
》第 1145 条承袭了二审稿的规定，最

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四是民政部门或者村委

终形成了本条规定。

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另外，
《民法典》第 1146 条规

规范目的或功能

定的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也是遗产管理人
确定的一种正当程序。除上述五种法定情形外，实

《继承法》未确立遗产管理人制度，与我国 20

践中还会出现其他情形，
如由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直

世纪 80 年代的国情和社会财富状况密切相关。其

接指定遗产管理人，
或者由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委托

时，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自然人拥有的个人财富

其信任的第三人指定遗产管理人。

数量非常有限，死亡时能够遗留的财产，不论在质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144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一、不同程序的先后顺序关系

能力等），其当然也就不能担任遗产管理人。因此，
在确定由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时，
须以遗嘱

本条设计的遗产管理人确定程序是存在先后

执行人的适格为前提。

顺序关系的。根据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无遗
嘱继承）的原则，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程序也以尊重

三、继承人共同推选遗产管理人

被继承人的生前意志为设计基础。基于此，被继承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
（一审稿）之所以将

人通过遗嘱的指定应当优先于其他的法定选任程

“征求意见稿”规定的“没有遗嘱的”修改为“没

序。具体而言，被继承人通过遗嘱直接指定的遗产

有遗嘱执行人的”，其道理就在于，“没有遗嘱的”

管理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指定的遗产管理人，
应当优

固然不会有遗嘱执行人的指定，但即便是“有遗嘱

先于被继承人通过遗嘱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担任遗

的”，也未必一定会有指定遗嘱执行人的内容，或

产管理人；
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只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者一定会有适格的遗嘱执行人被指定，因而更严谨

而未指定遗产管理人时，其所指定的遗嘱执行人

的表述是“没有遗嘱执行人的”而非“没有遗嘱的”。

（不论是继承人之一还是继承人以外的单位或者

“推选遗产管理人”
的程序只会发生于数人共同继

个人）直接充任遗产管理人，而无需再启动后续的

承的情形，若继承人仅为一人，就不存在推选的问

选任程序；若没有遗嘱执行人的（包括遗嘱执行人

题，而是由该单一的继承人直接担任遗产管理人

在确定遗产管理人时已经死亡和丧失完全民事行

（当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

为能力两种情形）
，再由共同继承人推选遗产管理

力人时，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担任遗产管理人）。

人；继承人未推选的或者推选不出的，再由继承人

推选的过程是一个继承人间的决议过程，
“决议行

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作为最后的一个兜底程序，

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须具有完全民事

在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下，才

行为能力。
由此决定了共同继承人中的限制民事行

由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以上顺序

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

具有强制性，若未依序确定遗产管理人，则所确定

代为参与决议。
此外，
决议应当采取多数决的方式，

的遗产管理人就具有程序上的瑕疵，
当有继承人或

即共同继承人中的半数以上决议推选出遗产管理

者利害关系人对其提出质疑或者否认其适任性时，

人，不同意的少数继承人应当服从多数决。
根据《民

应当依法重新确定遗产管理人。

法典》第 134 条第 2 款的规定，决议行为自依法作

二、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

出时成立，被推选的人成为遗产管理人。被推选的
人既可以是继承人中的一人，也可以是继承人中的

遗嘱执行人，
谓为遗嘱执行特被指定或选任之

数人，遗产管理人是一人还是数人，法律不作强制

人。
《民法典》虽然规定了遗嘱人“可以指定遗嘱

性或者禁止性要求；
被推选的人并非一定限于继承

执行人”
，
但就如何指定、
遗嘱执行人的适任条件、

人的范围，
继承人以外的人也可以被推选为遗产管

遗嘱执行人的就任、遗嘱执行人的职责、遗嘱执行

理人；被推选的人也并非一定限于自然人，凡是具

人的报酬、遗嘱执行人的解任等都未作明确规定。

有民事主体资格的法人、
非法人组织等都可以担任

《民法典》关于遗产管理人的相关规定（第 1145

遗产管理人。当然，对于被推选为遗产管理人的自

条—第 1149 条等）
，可参照适用于遗嘱执行人。此

然人，都有一个共性要求，就是必须具有完全民事

外，能够直接充任遗产管理人的遗嘱执行人，当然

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首先必须是适格的遗嘱执行人；
如果被遗嘱指定的

人不得担任遗产管理人，
这是由遗产管理行为主要

遗嘱执行人本身即不适格
（如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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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遗产的修缮行为）
。

而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就无义务推选遗产管理人或
者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这同样会导致遗产处于无

四、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人管理的状态而有损利害关系人利益。为此，作为

本条规定中的“继承人未推选的”
，在解释上

兜底，
本条规定了由相关单位或组织来担任遗产管

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共同继承人都拒绝通过推

理人。另须指出的是，当继承人均丧失继承权时，

选方式产生遗产管理人，于此情形，应当由继承人

产生与“没有继承人”和“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相

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二是共同继承人间无法通过

同的法律效果，
亦应由相关单位或组织来担任遗产

多数决推选出遗产管理人
（如出现了半对半的对等

管理人。

决或者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都未超过半数等情形）
，

从草案到正式颁布，
《民法典》就担任遗产管

于此情形，也应当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理人的相关单位或组织经历了从
“居民委员会或者

三是继承开始后，共同继承人未及时推选的，应当

村民委员会”到修改为“民政部门”再到修改为“民

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何谓“及时”
，
《民

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是

法典》未作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

立法政策选择的结果。将“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

况加以确定，以有利于遗产的管理为必要。继承人

员会”确定为遗产管理人，其主要考虑是，城镇居

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在性质上为共有人对共有

民为被继承人的，由居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物的共同管理。根据《民法典》第 230 条的规定，

农村村民为被继承人的，
由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

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据此

理人，这一考虑自然有其道理。将“居民委员会或

规定，
自继承开始时，
全部遗产归共同继承人共有，

者村民委员会”
修改为“民政部门”的主要考虑是，

共同继承人既是遗产的共同管理人，
也是共有财产

取消城乡差别，统一遗产管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

的共同管理人，形成了两种管理人身份的重叠。

体现了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势考虑。
《民法典
（草
案）》在“民政部门”之外，再次增加了“村民委

五、单位或组织担任遗产管理人

员会”作为遗产管理人的担当主体，主要是考虑到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
》
（一审稿）之所以在

城乡差别在短期内不可能实质性消除，统一由民政

“没有继承人”的情形之外又作出“继承人均放弃

部门担任“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情

继承”的规定，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没有继承人”

形下的遗产管理人，实乃民政部门不能承受之重，

的情形不能涵括“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二

故此增加村委会作为遗产管理人。将城镇居民为被

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与“没有继承人”在法律

继承人时的遗产管理人统一确定为民政部门，
不再

效果上具有等同性，
即都会导致无法通过继承人确

由各居民委员会担任，也较为切合实际。民政部门

定遗产管理人的后果。
在
“没有继承人”
的情形中，

担任遗产管理人是法律赋予民政部门的一项新型

前序的继承人推选程序和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

行政职能，在必要时，民政部门可以依法将该项行

理人的程序当然就无法启动，
在没有遗嘱或者遗嘱

政职能委托给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居民委员

人未指定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下，继

会行使，对此法律并不禁止；于此情形，若受托的

承开始后，遗产就将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这显然

居民委员会违法实施遗产管理行为而应当承担法

对受遗赠人、遗产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不利。为了

律责任时，
则应当由作为委托人的民政部门来承担。

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有必要由相关单位和组织

依本条规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单位或组织是

担负起遗产管理人的责任。
“继承人均放弃继承”

“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

时，法律并未规定继承人仍须担任遗产管理人，因

在解释上，
“生前住所地”应是指“生前的最后住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146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所地”
（包括生前最后的经常居住地）
，只有“最后

部分遗产的遗产管理人。此时，就形成了遗嘱执行

住所地”才具有唯一性，否则就会给遗产管理人的

人与遗产管理人的并立。申言之，针对不同的遗产

确定带来困难。此外，单位或者组织担任遗产管理

部分，基于不同的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就出现

人之确定，与遗产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是否主要遗

了不同的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是遗嘱处分的遗

产所在地无关，
遗产的类型或所在地只与法院管辖

产的遗产管理人，法定继承人推选的人或者遗嘱继

和准据法的确定有关，与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无关。

承人之外的全体法定继承人是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的遗产的遗产管理人。此种并存情形的出现，法律

六、被继承人指定的遗产管理人

并未禁止，也并未规定全部遗产（包括遗嘱继承部

被继承人可能在指定遗嘱执行人的同时再指

分和法定继承部分）
都必须由同一个或者同数个遗

定其为遗产管理人，
也可能只指定了遗嘱执行人而

产管理人一体管理，
因而当遗嘱继承与法定继承并

未指定遗产管理人，针对后者情形，本条规定拟制

存时，应当允许遗嘱执行人与遗产管理人分列，由

了遗嘱人指定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的意思表

二者协同配合履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上述遗嘱执

示，直接把遗嘱执行人规定为遗产管理人。对遗嘱

行人与遗产管理人并立的情形，
不仅适用于遗嘱继

人在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外另行指定遗产管理人

承人取得的遗产为独立的、特定的财产的情形，而

的，其遗嘱意思亦应受到尊重，此时的遗嘱执行人

且适用于遗嘱继承人取得的遗产仅为特定份额的

就不能担任遗产管理人，
而应当由遗嘱人指定的其

情形。如遗嘱内容为：“我的遗产由大儿子继承二

他人担任。于此情形，本条第一句“继承开始后，

分之一，遗嘱执行人为我的朋友张某。”而对于剩

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之规定就会被排除适用。

余的二分之一，未作遗嘱处分。此时，按照遗嘱继

如果遗嘱人通过遗嘱委托第三人指定遗产管理人

承处理的遗产和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的遗产虽然不

的，
在遗嘱人同时通过遗嘱又指定了遗嘱执行人时，

能在实体意义上进行区分管理，
但仍然不能排除其

也应当与上述情形作相同解释，
第三人指定的人在

他的法定继承人拒绝张某担任全部遗产的管理人

序位上优先于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

的权利，其他的法定继承人仍可推选或者共同担任

当遗嘱人通过遗嘱只处分了部分遗产时，
遗嘱

遗产管理人，与遗产执行人张某协同配合履行遗产

执行人是否当然地要充任全部遗产的遗产管理人

管理人的职责。

呢？这涉及对本条的正确理解与适用问题。
我们认

举证责任

为，就此问题应一分为二地看待。当遗嘱继承人之
外的法定继承人对遗嘱执行人担任全部遗产的遗

在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程序中，存在着诸多的待

产管理人不持异议时，
遗嘱执行人就可以充任全部

证事实，须通过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来完成确证。

遗产的遗产管理人；
但当遗嘱继承人之外的法定继

如是否有合法有效遗嘱的存在，
遗嘱指定的遗嘱执

承人对遗嘱执行人充任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的遗产

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是否适格，推选程序是否合法及

部分的遗产管理人有异议时，在解释上，该遗嘱执

被推选的人是否适任，是否存在没有继承人、继承

行人就并不当然地成为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的遗产

人下落不明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被继承

的遗产管理人。于此情形，法定继承人有权通过推

人生前住所地为何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

选的方式单独产生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的遗产的遗

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条件是

产管理人，
或者在明确拒绝遗嘱执行人担任应按法

否具备，等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

定继承处理的遗产之遗产管理人的同时，
明确表示

任分配规则，凡是提出某一事实意图用以支持自己

由遗嘱继承人之外的全体法定继承人共同担任该

之利益诉求的一方，
就须对该待证事实承担举证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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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例言之，如遗嘱执行人须对存在合法有效的遗

遗产管理目的处分遗产或者管理、处分遗产有重大

嘱、
自己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以及自己作为遗产管

过失的），继承人就有权按照约定解任遗产管理人，

理人之适任性等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继承人、利害关系人等也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其予
以解任而另行选定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

其他问题

人。遗产管理人的资格也可能因法定情形的出现而

一、遗产管理人资格的终止

终止，如遗产管理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被
依法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民法典》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
（第 1145 条、

能力人、被依法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等。

第 1146 条）
、职责（第 1147 条）
、责任（第 1148
条）
、报酬（第 1149 条）等作了规定，但对遗产管

二、“遗产管理人未确定”的时效效力

理人的职责接受或者拒绝、
遗产管理人的就任和解

在“刘某某诉曾某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

任等问题，未作规定。

检察院抗诉认为，继承开始时遗产管理人的确定需

担当遗产管理人是法律上的一种资格，
除由有

要一定时间，在继承权发生争议的情况下，遗产管

关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其必须

理人更加难以确定。故在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人

接受的以外，由其他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原则上

确定前，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债权人因不

遗产管理人都有辞任的权利。
即便是由本条规定的

能确定遗产管理人，
而无法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行为。

“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也不能解释出“遗

该情形属于客观上难以行使权利的事由，
如认定诉

嘱执行人不得辞任遗产管理人职责”的规范含义，

讼时效持续计算，显然有违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

被遗嘱指定的遗嘱执行人既可以辞任遗嘱执行人

的，故应构成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但法院判决认

的职责，也可以辞任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但是，由

为，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人是否分割遗产并不影

于“对遗产作出处理”是继承人的法定义务，因而

响债权人主张权利，
检察机关以债权人因不能确定

当某一继承人（未放弃继承）被人民法院指定为遗

遗产管理人而无法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行为，属于客

产管理人时，其就不得辞任。当然，如果某一继承

观上难以行使权利的事由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据

人是被全体继承人共同推选为遗产管理人的，
其仍

此，维持原判，驳回了检察院的抗诉。我们认为，

享有辞任的权利，
因为其他继承人无权强迫该继承

法院维持原判是有道理的，
“遗产管理人未确定”

人接受遗产处理的委托。此外，当有继承人且继承

原则上并不影响在继承开始后债权人直接向继承

人均未放弃继承，
而又不能通过其他程序产生遗产

人主张权利，“遗产管理人未确定”不构成诉讼时

管理人时，
全体继承人就须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而

效中止的事由。当然，如果是因为不能确定继承人

不得辞任，
这仍是继承人应当处理遗产之法定义务

而无法确定遗产管理人的，
就构成了债权人行使请

的要求。

求权的客观障碍，诉讼时效应当中止。

当遗产管理人不再适任时
（如遗产管理人违反

郑园园：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
原创：2021-02-03 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

郑园园

https://mp.weixin.qq.com/s/gHpoPrYWjyaPeoc0YlZ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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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园园

成的对方配偶的物质损害和上述行为导致离婚而

海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造成的对方配偶肉体和精神的痛苦。

内容摘要：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新增设了一

笔者赞同离异损害赔偿说。
离因损害赔偿说和

项离婚救济制度，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由于该项

竞合说将离婚损害赔偿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混为

制度规定的过于简单、抽象，从设立之初就引发了

一谈，如果采纳这两种观点，在该侵权行为未导致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诸多问题的讨论。民法典第

离婚的情形下，
无过错方则不能提起侵权损害赔偿

1091 条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重大改

之诉，但法律从未规定配偶豁免权，在婚姻关系存

变，通过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模式，进一步提高了离

续期间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行为将产生侵权责任。

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应当明确的是离婚损

离婚损害赔偿是独立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离婚

害赔偿是指离异损害赔偿而非离因损害赔偿，
其与

救济制度，
它是为了保护婚姻关系中的受害方而产

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制度，
不能混

生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离婚，

为一谈。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法律创设的特殊民事责

间接原因是法定过错行为，
而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不同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其有特殊的构成

任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侵权行为，
两种损害赔偿请求

要件。对于新增加的“其他重大过错”
，应当以列

权所针对的是两种给付，
行使婚内侵权损害赔偿请

举的法定过错为判断标准，
不能随意进行扩张解释。

求权不影响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在证据认定方面，不能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应当采

在离异损害赔偿说下，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

取优势证据规则，
在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时引入利益

体和义务主体将会非常明确，分别为无过错方和过

衡量。在赔偿金额方面，应当根据过错的种类、损

错方，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和对无过错方实施

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结婚时间

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都不会成为义务

长短等的不同分别设置赔偿金额的下限，
在充分满

主体，被过错方实施家暴、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

足无过错方可得到精神抚慰的最低需求情况下，再

也不会成为权利主体，但这也不影响受害方配偶依

根据过错方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确定最终的赔偿

据侵权责任编向“第三者”和对无过错方实施家庭

数额。

暴力、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主张一般侵权损害赔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

证据

赔偿制度

偿，也不影响被家暴、虐待、遗弃的家庭成员向过

民事责任

错方主张侵权责任。
将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界定为
离异损害赔偿后，可避免被侵权人是家庭成员但权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利主体是无过错方诸如此类的诉讼主体的混乱。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
对于如何理解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
学界存在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离婚损

三种观点，分别是离因损害赔偿说、离异损害赔偿

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的范畴，婚姻关系一旦建立，

说、离因损害赔偿与离异损害赔偿竞合说。离因损

配偶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都是法定的，作出过错行

害赔偿是指夫妻一方的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的侵

为是行为人对自己法定义务的一种违反，
而后果是

权行为时，
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发生的损害赔

直接导致对方同样是基于配偶这一身份而享有的

偿。
离异损害赔偿是指离婚本身所构成对夫妻一方

固有权利受到侵害。
有学者认为结婚是一种以双方

的损害。
离因损害赔偿与离异损害赔偿竞合是指离

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约定，
而因过错导致的离婚则是

婚损害赔偿包括配偶一方的法定违法行为直接造

这种约定的破坏，过错方应负赔偿责任，因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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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是违约责任。
也有学者认为

过错”限缩解释为“无法定过错”更为合理，即另

离婚损害赔偿既不是违约责任，也不是侵权责任，

一方配偶无民法典第 1091 条所规定的过错行为，

而是为了救济因离婚所生不利益而由法律创设的

这也是我国的通说。
婚姻家庭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

一种特殊民事责任。

会关系，情感的复杂性导致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

本文认为，
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是特殊民事责

不可能绝对无过错，如果采用“无任何过错”的观

任，即其理论依据是基于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可能会因此流于形式。

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28 条明

3.因过错方的法定过错行为导致离婚。最高人

确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

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29

偿，而违约责任只赔偿经济损失，不能包含精神损

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

害赔偿，
但在离婚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有时比物质

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
不予

损害还要严重，
甚至有学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不是

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

物质损害赔偿，其损害只包括精神损害，依据违约

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
人民法院

责任观点将无法全面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离

不予受理。
这一构成要件是由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

婚损害赔偿是指因离婚本身给无过错方带来的损

决定的，既然离婚损害是因离婚本身对配偶一方造

害赔偿，在无过错离婚法的原则下，离婚绝不是侵

成的损害，
那么只有在离婚的情形下才能主张该损

权行为，
侵权责任说将离异损害赔偿和离因损害赔

害赔偿，即无离婚便无离婚损害赔偿。这一构成要

偿混为一谈。
离婚损害赔偿是法律创设的一种特殊

件将离婚损害赔偿和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相区分，如

民事责任，需满足民法典第 1091 条的构成要件，

果无过错方不选择离婚，
但仍想对过错方主张损害

无过错方才能有权主张离婚损害赔偿。

赔偿填补自己的损失，则可提起婚内侵权损害赔偿。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4.无过错方因离婚而受损害。损害赔偿以产生

1.一方配偶有法定过错行为，如重婚，与他人

损害后果为前提，无损害无赔偿。损害包括物质损

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或其他

害和精神损害，
但不包括由导致离婚的法定过错行

重大过错。
法定过错的范围是前民法典时代的离婚

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
后者的救济可

损害赔偿制度广受诟病的一点，
民法典增加第 5 项

以通过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来实现。与物质损害不同

“有其他重大过错”
，采取列举性规定与概括性规

的是，
无过错方对其遭受的精神损害后果无需举证，

定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弥补了婚姻法第 46 条的缺陷，

只要双方离婚，
且过错配偶一方有法律规定的严重

这也是本次婚姻家庭编的亮点之一。但是，对“重

过错行为，法律即可推定这种精神损害存在，无过

大过错”的判断应当以前四项法定情形为标准，从

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主张即应得到支持。

对无过错方的损害程度、
过错的手段及情节等方面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

综合考虑，
不宜随意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适用

民法典第 1091 条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情形。

范围进行了扩张，增加了“有其他重大过错”一项，

2.另一方配偶无法定过错行为。民法典第

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如何理解“重大过错”

1091 条规定只有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离婚损害赔

这一不确定概念，还需要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

偿，对于何谓“无过错”
，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

确定，给予法官清晰的指引，避免同案不同判。本

指无任何过错，
二是指无法定过错，
本文认为将“无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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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案例，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将“重大过错”这

都属于“其他重大过错”
，例如，言语上的暧昧、

一概念具体化。
“重大过错”的核心概念是指因违

肢体上的接触而导致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的，不符合

反婚姻家庭制度并因此导致离婚的过错，
可将该过

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
无法将这一类行为包含

错行为具体分为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的行为，
家庭成

在内的原因在于和重婚、与他人同居、通奸相比，

员之间的暴力、虐待、遗弃行为，侵犯财产权的行

首先，这一类行为具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性，难以界

为，犯罪行为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五类。

定其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出轨”。其次，这一类
行为没有产生足以量化的实际损害，
由道德调整更

（一）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的行为

为合理。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开放，同性恋、双性

在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
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的

恋的人群不断增多。目前，我国法律尚不承认同性

行为是最常见的过错行为，
其中重婚和与他人同居

婚姻，
但这不代表同性恋、
双性恋没有生存的空间。

是明确列举出来的违反一夫一妻制度的过错行为，

社会可以包容认同非异性恋的思想，
也应当包容不

在前民法典时代，
通奸通常被认为是属于道德调整

认同非异性恋的思想。本文认为，在违反一夫一妻

的范畴，
不应当归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制度的过错行为中，如与他人同居、通奸应当包含

正如有学者反对将婚外情、婚外恋、通奸、第三者

同性之间的同居与通奸，
无论另一方配偶是否认同

插足等问题纳入离婚损害赔偿原因中，
而应当将其

非异性恋，
这类同性之间的同居与通奸行为同样会

视为由道德领域调整的婚姻家庭问题。
但在现实生

对配偶造成精神上的痛苦，
尤其是对于无法接受非

活中，
通奸行为往往要比重婚、
与他人同居更普遍，

异性恋的配偶来说，
这种心理上的伤害更需要抚慰。

并且通奸行为给配偶带来的痛苦也绝不亚于重婚

（二）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虐待、遗弃行为

和与他人同居，甚至在某些案件中，配偶与婚外异
性通奸导致怀孕生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在

婚姻家庭逐渐从家庭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婚

“陈某、魏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从

姻中的个人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不可否认的是，

被告与婚外异性所生孩子的出生时间推定可能存

婚姻家庭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之

在出轨行为，但不能证实被告与他人同居，因此不

间的纠纷往往充满了许多因素，
“清官难断家务事”

存在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情形。但是，本案的二审

或许是这类纠纷最贴切的描述。
但我们也应当明确，

法院认为从被上诉人魏某使用陈某的信用卡多次

婚姻不是侵权的免责事由，目前，民法典明确将实

为他人支付妇科检查费用的行为以及现已经与该

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过错行为列为离

婚外异性结婚的事实，
可以认定其存在有配偶者与

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
但是并没有明确实施家庭

他人同居的事实，
因而判决被上诉人魏某对上诉人

暴力、虐待和遗弃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本文认为此

陈某进行相应的离婚损害赔偿。
上述案件中的魏某

条款中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的行为人可以是

与婚外异性通奸，甚至导致该第三者怀孕生子，已

过错方，也可以是过错方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受害

经对陈某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实质上也违反了一夫

人可以是无过错方，
也可以是无过错方共同生活的

一妻制度，
即使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过错方与婚外

近亲属。应当注意的是，一方配偶共同生活的近亲

异性同居，
该通奸行为也应当符合离婚损害赔偿的

属对另一方配偶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实施暴力、
虐待、

法定情形，
而与婚外异性怀孕生子则应当作为重婚、

遗弃行为的，也属于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

与他人同居、
通奸等违反一夫一妻制度过错行为的

法定情形。

严重后果，作为确定损害赔偿金额的考虑因素。

将上述过错行为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配偶与他人的不道德行为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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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等行为本应当由过错方阻止，
但由于其自身的

反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
应当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

原因导致无过错方不堪忍受而无法共同生活，
由此

范围。
而对于其他不违反夫妻之间忠实义务的犯罪

产生的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应当得到救济。

行为，如盗窃、故意杀人等，即使罪行极其恶劣也
不应当成为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因为如

（三）侵犯财产权的行为

果将全部犯罪行为都纳入此范围，将不利于罪犯的

夫妻之间侵犯对方财产权的方式有以夫妻共

服刑、改造，且对于法官而言，如此扩大离婚损害

同财产为“第三者”消费，隐藏、转移、变卖、毁

赔偿的范围也不利于司法实践的操作。

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虽然民法典第 1092 条

（五）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规定了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

在“陈某 1 与田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
中，

方可以少分或不分，
但这一规定并不是对无过错方

陈某 1 以子女陈某某非自己亲生、田某不尽夫妻

的赔偿，
以上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使得无过错方丧失

忠贞义务为由向田某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认为

了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收益，除了由民法典第

婚姻关系中有重大过错的他方，
所实施的侵害无过

1092 条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由该财产问

错他方配偶权的行为仅限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

题导致离婚的，还应当对无过错方进行损害赔偿，

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法

在司法实践中，两者不能混淆。

定情形，故对陈某 1 的请求不予支持。在前民法典
时代，
像上述的欺诈性扶养并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

（四）犯罪行为

的范围，但是陈某 1 付出了精力和财力抚养与自

犯罪行为不仅对社会具有危害性，
对罪犯的家

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对男方造成了一定的物质

庭而言也具有不良影响。
但犯罪行为是否属于离婚

损害和精神损害，在我国，关于欺诈性扶养的认定

损害赔偿适用情形中的“重大过错”
，不能一概而

和处理尚无明确规定，因此，应当在离婚损害赔偿

论，应当分情况处理。

方面对男方进行救济。

首先，关于赌博，有学者认为要区别对待，偶

一方婚前故意隐瞒自身疾病与对方结婚的，是

尔的、
小数额的娱乐性赌博而导致离婚的不应纳入

否应当纳入离婚损害赔偿范围，应当分情况讨论。

损害赔偿的范围，只有那些长期的、聚众的、营利

如果隐瞒的疾病属于民法典第 1053 条的“重大疾

性的、大数额的、屡教不改的赌博行为而导致离婚

病”，则对方可以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既然婚姻

的，才应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本文赞同这一

自始无效，则谈不上离婚损害赔偿，如果该疾病属

观点，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构成的要件之一就是有

于传染性疾病等，造成对方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

损害结果。相对而言，只有那些长期的、聚众的、

受害方可以要求隐瞒疾病的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如

营利性的、大数额的、屡教不改的赌博行为才会使

果一方隐瞒的疾病不属于民法典第 1053 条的“重

家庭财产造成损失，影响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给

大疾病”，而是如性生理缺陷、不孕不育等足以影

配偶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关于吸毒，对于沾染毒品

响夫妻正常生活的疾病，
则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又成功戒毒后，
仍因为吸毒导致离婚的不应纳入离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证据问题

婚损害赔偿的范围，
对于吸毒后屡教不改而导致离
婚的，则应当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

影响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实现的最大障碍就

其次，因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导致离婚的，应当

是证据的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出现概率

分情况讨论。如果是卖淫、嫖娼、猥亵、强奸等违

较高的重婚、与他人同居、通奸以及家庭暴力，在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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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生活中具有很大的隐蔽性，
无过错方进行取证

有学者认为，对于涉及隐私的案件应当采取过

往往非常困难，即使搜集到证据，也可能因为证据

错推定原则，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不合法而难以被法院所认定，
这就使得离婚损害赔

法律上就推定其有过错并确认其应负的民事责任。

偿这一制度处于名存实亡的困境。例如，在“钟某

本文不赞同以上观点，举证责任倒置应当实行严格

与曾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中，原告欲证明被

的法定主义，如果在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采取过错

告与婚外异性非法同居，
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微信朋

推定原则，会出现极大的道德风险，如果配偶虚构

友圈截图和证人证言，称“第三者”的配偶在其朋

对方的法定过错行为，法律却让实际没有过错的一

友圈发布关于被告和第三者存在同居行为的信息，

方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承担本不应当有的证明责任，

但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与婚

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因此，相关司法解释仍然需

外异性非法同居。因此，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无事

要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当事

实及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在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

人举证能力弱的现实情况，
对离婚损害赔偿案件的

无过错方掌握的证据往往都是证人证言、
视听资料

证明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特殊的规定，以

等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不能单独、直接证明，需

破除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名存实亡的困境。

要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待证事实。
但是在离婚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金额问题

损害赔偿案件中，
对于无过错方来说获取直接证据
十分困难，
甚至在获取直接证据的同时必须承担侵

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损害

犯他人隐私权的风险，
这往往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无

赔偿，物质损害通常很容易量化，而对于精神损害

过错方造成重重困境。因此，在这一类案件中，法

而言，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得

官可以根据无过错方提供的间接证据进行判断，若

知，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金额往往低于当事人请求

过错方没有正当理由提出相反的证据或提出的相

的赔偿金额，且同类案件的赔偿金额也容易出现畸

反证据达不到高度盖然性标准，
则应当认可该间接

轻畸重的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

证据的证明力，依法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问题的解释（一）第 28 条明确离婚损害赔偿中涉

对于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证据，
是否应当一律视

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

为非法证据不予认可，
本文认为在离婚损害赔偿案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

件的证据审查中，应当引入利益衡量。将利益衡量

规定，即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具体运用到非法取证的场合，
就是要将非法取证行

1.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2.侵

为所要保护的合法权益，
与非法取证行为造成的危

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3.侵权行

害，
造成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进行

为所造成的后果；4.侵权人的获利情况；5.侵权人

对照比较，将违法取证行为的严重程度、案件的重

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

要程度、证据的重要程度进行对照，以确定哪一种

水平。即使该解释列举了六类考量因素，但在司法

权益更值得优先保护。例如，为证明配偶重婚时采

实践中仍然会存在较大差别，例如江苏省徐州市中

用非法潜入的方式取得关键性证据和为证明配偶

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两个案例“杨某与王某、刘某离

与他人通奸时采用非法潜入的方式取得关键性证

婚后财产纠纷案”（以下简称案件一）和“张某与

据，很显然，重婚是比通奸更为严重的过错行为，

冯某 1 离婚纠纷案”
（以下简称案件二），案件一中

对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
因此，
通过利益衡量可知，

王某与婚外异性同居长达五年并受到过行政处分，

前一种非法证据不应当被排除，
而后一种非法证据

二审法院判决王某给予无过错方杨某十万元损害

应当被排除。

赔偿金，案件二中冯某 1 与婚外异性怀孕生子，二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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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法院判决冯某 1 给予无过错方张某两万元损害

结语

赔偿金，从两个案例中可以发现，在同样的受诉法

民法典第 1043 条增加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

院，过错方同样都存在严重过错，但赔偿金额却存

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倡导性条

在巨大差别。

款，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位，维护家庭的稳定对于

离婚损害赔偿金额是否应当有统一的标准，有

建设和谐社会来说是重要的一个方面。离婚损害赔

学者建议在参照全国各地经济水平的基础上，
对不

偿制度是国家公权力对婚姻家庭领域的适度干预，

同类型的离婚案件的过错赔偿数额，
分别制定一个

它能够安抚无过错方，避免矛盾的激化，也能填补

赔偿的上限与下限。
本文认为由于每个家庭的经济

其损失，同时制裁和预防威胁婚姻关系的违法过错

实力不同，不应当设置金额上限，仅设置金额下限

行为。
民法典虽然扩大了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即可，如果设置金额上限为 5 万元，这对于经济水

但还是应当将道德领域调整的问题与法律领域调

平较低的家庭来说或许是合理的，
但对于经济水平

整的问题明确区分开，在司法实践中不宜进行随意

较高的家庭来说可能会较低。因此，应当根据过错

扩张，避免司法实践的随意性。在适用离婚损害赔

的种类、
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
当地平均生活水平、

偿时，
还应当避免同离婚经济补偿和离婚经济帮助

结婚时间长短等的不同分别设置赔偿金额的下限，

制度相混淆，以正确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

在充分满足无过错方可得到精神抚慰的最低需求

来源：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 2020 年第 11 卷（民法典适用

情况下，
再根据过错方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确定最

文集）
。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

终的赔偿数额。

责任编辑：尤娇娇

王柯心

法国法上的代孕相关规定
原创：2021-02-03 燕大元照法学教室

叶名怡

https://mp.weixin.qq.com/s/6N-_bJ90dM11EpN3KO6lbw

除了原始取得受到严格规制，其继受取得也受

选编自《法国法上的人工胚胎》一文
叶名怡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到严格限制。人工胚胎属于不可交易之物（res

教授

extra commercium）
。其继受取得只能是通过受赠

原文发表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 期

方式取得。
《法国民法典》第 16-8 条规定：
“能够

人工胚胎不可交易和代孕禁止

识别捐赠其身体之一部分或身体所生之物的捐赠

在法国法上，
人工胚胎的原始获取受到法律严

者的任何信息，
以及能够识别受捐赠者的任何信息，

格限制。根据《公共健康法典》第 2141-2 条的规

均不得泄露。捐赠者不得了解受捐赠者的身份，受

定，
通过人工授精取得的人工胚胎仅限于两种目的：

捐赠者也不得了解捐赠者的身份。”据此，人工胚

为了帮助不孕不育的伴侣；
为了避免婴儿或其父母

胎在赠与其他配偶时，必须坚持“双盲原则”
。

感染特别严重的疾病。同时，法律还禁止通过克隆

禁止胚胎交易的重点是法国对代孕

方式取得胚胎。
《法国民法典》第 16-4 条第 3 款规

（gestation pour autrui / GPA）的禁止。此项

定：
“任何为了让与另外一个活人或死人相同基因

禁止性原则的确立来自于 1991 年法国最高法院的

的婴儿出生，都被禁止。
”

一个判例，该判决指出：
“女性承诺无偿为他人受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154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孕并孕育胎儿并在其出生后放弃，
既违反了不得处

法院撤销，
理由是户籍转录违反了法国怀孕制度的

分人体之一部的公共秩序，
也违反了不得处分人之

国际公共秩序，
这些儿童已经取得了美国出生证书，

身份（état des personnes）的公共秩序。
”此判

不可剥夺他们的原有户籍。

例立场被 1994 年《生物伦理法》所采纳。随后《法

2011 年，法国最高法院以“法国法的基本原

国民法典》作了相应修改，其第 16-5 条规定：
“任

则”为名，拒绝承认一个有关代孕的协议产生效力，

何赋予人体、
人体之各部分以及人体所生之物以财

并否认亲子关系存在。受判决影响的夫妇一方将法

产价值的协议，均无效。
”其第 16-7 条规定：“为

国诉至欧洲人权法院。2014 年 6 月 26 日，欧洲人

他人之利益生育或怀孕的任何协定，均无效。
”与

权 法院作出不利于法国的判决，对法国不承认在

此同时，
《法国刑法典》第 227-13 条规定，有意替

国外合法代孕而出生的孩子具有法国户籍这一做

换、仿造或隐瞒婴儿户籍的，处 3 年监禁，并处

法予以谴责，并指出，“完全禁止一个父亲和一个

45000 欧罚金。未遂犯也受同样刑罚。

通过在国外代孕而出生的其生物学上的子女之间

据此，代孕和代为生殖（二者合称为“为他人

建立亲子关系”是“违反”
《欧洲人权公约》的。

生育”
，Maternité pour autrui）
，不论收费还是

据此，自 2014 年 6 月开始，法国夫妇在国外

免费，均被法律所禁止。不过，人体不可处分性原

通过代孕而出生的孩子，
回到法国可以获得法国户

则是法国最高法院上述判例中确立的原则，
并未被

籍，他们与其生物学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也将获

民法典所明文规定。该原则最终被《法国民法典》

得确认。这是《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家庭私生活

第 16-1 条 的 “ 人 体 非 财 产 性 原 则 ”（ non-

受尊重权的应有之义。

patrimonialité）所取代。

尽管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并未质疑法国禁止

在《生物伦理法》修正时，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代孕的做法，而仅仅是针对在国外合法代孕出生的

2009 年提出一项见解，鼓吹应当保留禁止代孕的

儿童。不过，欧洲人权法院的这种立场毫无疑问已

做法，但同时指出：
“通过代孕而出生在国外的儿

经对法国完全禁止代孕的做法形成了压力。

童，
其法律状况不能因为其父母有意诉诸一个被法
国禁止的实践而受到惩罚。
”
由于美国等国允许代孕，
因此在国外通过代孕
出生的孩子回到法国，
并希望取得国籍和户籍的情
形很多。自 2002 年开始，法院就一再处理这方面
的案件。2007 年 10 月 25 日，巴黎上诉法院宣布
接受此类户籍转录，
理由是
“儿童利益最大”
原则。

本文责编 | 付超

不过，这个判决于 2008 年 12 月 17 日被法国最高

蒋月|论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及其完善
2021-02-04 红土地法学探索

蒋月

https://mp.weixin.qq.com/s/pg2Sl4aFFjKVcQfHf-0hcQ

[作者简介]蒋月，女，浙江嵊州人，厦门大学教授，

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

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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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1 年第 1 期
论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及其完善

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法与继承法学、
劳动法与社会
保障法。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蒋月

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在保持婚姻关系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的前提下，因特定事由或情形发生，夫妻双方协商
是否分割以及如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协商不成时，

［摘要］
夫妻任何一方对双方共同财产的分配

一方以另一方配偶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法

请求权，
是源自婚姻身份关系派生的夫妻财产共有

院依法准许分割并裁决财产分配方案的制度或实

关系。夫妻作为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双方利益既

践。社会生活中，确有部分夫妻因种种原因而无法

高度重合又有相当程度的分离。
夫妻财产关系与人

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占有、使用、管理、处分达成一

身关系之间的适度分离，
除了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

致意见，或者因另一方基于本人利益或者损害另一

产制外，还可以在哪些情形下被允许，是个困难又

方利益的考虑，或者纯粹因为无财务管理能力，针

微妙的问题。
《民法典》第 1066 条吸收最高人民法

对夫妻共同财产实施转移、变卖、浪费、挥霍等行

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确立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为，在双方均不请求离婚的情形下，一方为防止损

制度，
为公平保护夫妻双方的财产权和财产利益提

失或避免损失扩大而请求司法救济。
《中华人民共

供新的救济措施。但是，该分割请求权的适用范围

和国民法典》第 1066 条确立了婚内分割夫妻共同

略偏小，立法也未明确裁判分割的共同财产范围、

财产制，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

主要考虑因素及法律后果，
将可能导致该制度适用

一的，
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夫妻共同

时遭遇困难。基于婚姻的复杂性，参考域外法相关

财产”：
（1）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

规定，有必要增设夫妻一方患重大疾病的、夫妻连

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

续分居 3 年以上、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夫妻一方

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2）一方负有法定扶

宣告破产等情形为法定事由，
从而适度扩大该请求

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

权的适用范围；应明确提前分割完毕后，当事人双

付相关医疗费用。该制度不同于离婚时分割夫妻共

方实行分别财产制，但另有约定除外；该分割不产

同财产，后者是因离婚终止夫妻人身关系时，当事

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但当事人已明确告知或第三

人双方协商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协商不成时，由法

人知情的除外。通过特定财产制度化解财产争议，

院依法判决分配夫妻共同财产，
从而终止夫妻共同

以利于保全婚姻，体现《民法典》确立的“婚姻家

财产制。如果说分居（传统上译为“别居”）制度

庭受国家保护”之精神。

是准许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免除同居义务，婚

［关键词］婚姻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单

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则是在婚姻期间分割夫妻

方请求；法定事由；立法完善

共同共有财产并终止夫妻财产共同共有关系。
此立
法干预明显属于非常见情形。《民法典》确立该项

［中图分类号］ D913.9［文献标识码］ A［文

全新法律制度，其理解与适用，值得研究。

章编号］ 1000-5110(2021)01-0114-10

（一）
婚内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之争论

［作者简介］蒋月，女，浙江嵊州人，厦门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能否诉请人民

究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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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方协议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不为法律

具体规则，使得该条款不具有操作性，故提议立法

所禁止，学理上通常也无争议，然而，如果夫妻双

制定具体规则。其次，基于公平原则，确有必要满

方协商不成，单方请求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

足部分夫妻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需求。胡平认

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立法是否应提供法律救济

为，虽然法律规定夫妻共有财产分割只有在离婚或

途径？自从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理论和实务界于

是一方死亡发生继承的时候进行，但现实生活中夫

1995 年左右推动修订 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妻一方将共有财产全部控制在自己名下的事例越

姻法》开始，围绕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进行

来越多。从理论上讲，法律虽无依据实行婚内财产

的讨论，迄今已逾二十年。2007 年颁布的《中华人

分割，但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在夫妻一方独自管控

民共和国物权法》
（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 99 条

共有财产时，另一方可以要求变更共同财产为分别

规定，
“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

财产制，实行对共同财产的分割。这样有利于保护

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

弱者，尤其是妇女儿童。例如，
“持有或控制夫妻

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

共同财产的一方，私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转移、

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

变卖，为了赌博、吸毒而单独处分共同财产等，另

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

一方因种种复杂的因素不想离婚，或者在起诉离婚

时可以请求分割。
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

后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如果绝对不允许婚姻关系

应当给予赔偿。
”此后，使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

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

财产”概念讨论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增多。回应此问

方随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而无可奈何，其结果有悖

题的学术意见分歧明显：肯定论、否定论。

公平原则。
”司法实践中，既有夫妻一方因婚姻内

1.肯定论。
如果婚姻当事人双方不能就财产关

部冲突而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案例；
又有

系处理达成一致意见，
具有重大事由或符合特定情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提出债务人夫妻共同财产分

形的，但又不申请离婚时，为保护当事人的财产权

割请求的。再次，德国、法国、日本等大陆法传统

利，立法应当提供救济途径。首先，根据《物权法》

的主要国家婚姻家庭法设立非常夫妻财产制，
在婚

第 99 条规定，夫妻双方就财产关系产生严重意见

姻当事人一方有吸毒、破产等情形之一的，另一方

分歧或者利益冲突时，可以视为“共有的基础丧失

有权申请先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强制实行分

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可以请求分割共有财

别财产制。杨大文、龙翼飞等人支持为保持婚姻关

产。
“重大事由”是指哪些情形，司法解释能释明

系的当事人提供解决严重财产利益冲突之救济。

为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4 条规定的附加

《德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在符合法定事由的前提

刑是罚金、没收财产，而这两种财产责任“针对的

下，夫或妻一方可通过向法院提起取消之诉来分割

只能是罪犯的个人财产。
如果罪犯没有个人财产或

夫妻共同财产；取消之诉获胜后，夫妻共同财产制

个人财产不足以支付该刑罚，
那么应当分割夫妻共

终止，双方适用分别财产制，但夫妻关系未解除；

同财产，
以罪犯分得的部分承担此刑”
。
裴桦认为，

而该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陷入利益失衡状态的原

夫妻离婚或一方死亡应属于第 99 条中的“共有的

告之利益。诚如刘青文所言，在现时社会环境中，

基础丧失”
，而“重大理由”为司法实践中出现的

创设一种机制，
使夫妻一方在个人财产利益出现危

因特殊情形而需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提供了法律

机时，
通过行使分割请求权保全其在共同财产中的

空间。然而，第 99 条规定过于原则，未明确哪些

应有份额，
或者在需要共同财产来履行法定义务而

情形构成“重大理由”
、谁享有分割请求权、夫妻

自己无法处分财产时，通过行使分割请求权，以获

共同财产分割之后当事人将适用什么财产制等，无

得对自有财产的现实处分权利，
实乃婚姻法的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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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之义。

持一方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不利于婚姻

行使请求权的事由，有人主张采用“封闭管理

稳定。

模式”
。刘青文表示，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民法典

（二）相关法律的演变

列举法定事由，都是封闭式条款，
“没有一条具有
兜底条款的性质，
其目的是为了杜绝法官自由裁量

法释〔2011〕1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介入，保证形成之诉的严格适用，从而保证夫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

财产制的稳定性”
；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诉将

（以下简称《适用婚姻法解释三》）第 4 条采纳前

损伤婚姻。

述肯定论的意见，明文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 否定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应允许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首先，这种观点认为，按照财产共

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同共有原理，基于共同共有的目的，各共有人不得

（1）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

请求分割或者让与共有物，
以求退出或者消灭共有

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

关系。只要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就无

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2）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

法区分各自的份额，
无法确定哪个部分属于哪个共

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

有人所有。
只有共有关系终止，
共有财产分割以后，

医疗费用的。从此以后，具有《适用婚姻法解释三》

才能确定各共有人的份额。
夫妻共同财产关系是最

规定情形之一的，婚姻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起诉，

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
因此，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按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明，

不应该许可夫妻单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即使

该第 4 条的依据是现行物权法第 99 条，因为第 99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也不应受理。其次，单独分

条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共有理论，
允许共同共有人在

割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现行《婚姻法》规定。陈效

特殊情况下请求分割共有物，同时又要保持共有关

提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如果要分割夫妻共同财

系。但是，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对夫妻共同

产，有两种途径，一是离婚时分割；二是在婚姻关

财产予以分割只能是一个例外，
须具有“重大理由”

系存续的前提下，夫妻双方协商分割。婚姻关系是

“否则，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

人身关系、财产关系的结合体，婚姻关系中的财产

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引入，受到法学界

关系和人身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比较普遍的肯定。但是，其法定事由的列举不够全

时，必须考虑其中的人身关系因素。单纯谈及分割

面，有必要比照相关立法予以完善。裴桦提出，应

夫妻共同财产，而抛开夫妻间的人身关系，不符合

当增加夫妻一方被依法宣告失踪的、
夫妻一方擅自

我国《婚姻法》规定。因此，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处分重大财产的、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同意另

只能以离婚为前提，
或是在夫妻关系存续的前提下，

一方为财产上的管理和处分行为等几种情形为行

双方协商达成分割协议的，也可按约定分割。梁慧

使该请求权的事由。

星等人即以物权法规则为依据否定司法基于夫妻

实践中，该司法解释施行至今，人民法院审结

单方请求而强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可能性和公

的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案件数量极少。
实际生活

平性。再次，在不解除婚姻关系情形下允许夫妻单

中，有此类特殊需求的夫妻中，有相当部分人会顾

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
弊大于利。
陈明侠提出，

虑于其他因素而不发动分割之诉。《民法典》第

虽然
《物权法》
允许共同共有当事人有重大事由时，

1066 条是吸收 201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可以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但是婚姻关系具有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

不宜套用一般民法理论；在夫妻双方不离婚时，支

第 4 条规定入典，但是，两者确认的适用条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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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同，司法解释强调“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为前

产份额清偿责任，而且其个人财产也应承担清偿责

提，第 1066 条无此明文限制。

任，直至债务清偿完毕。

本文探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理解

然而，人心复杂，婚姻生活复杂，当事人一方

与适用，评析其可能存在之不足，提出完善的对策

或双方为了个人利益而致对方处于不利境地之情

建议。
至于夫妻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分割共同财产协

形，容易发生。尤其是当代社会，提倡以爱情为基

议而实行分割的，一向为我国婚姻法、也为《民法

础缔结婚姻，并以感情为基础维护婚姻关系并决定

典》婚姻家庭编允许，当事人可以从其协议约定处

婚姻命运，婚姻之脆弱性骤然加剧。同时，市场经

理，本文不讨论。非常夫妻财产制是与婚内分割夫

济环境中，
激烈的竞争让个体更加注重自我利益实

妻共同财产制联系特别密切的夫妻财产制度，
它是

现甚至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部分婚姻当事人不当

指在婚姻期间，因发生特定的重大事由，继续适用

追求个人利益，损人利己，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采

通常法定夫妻财产制或者约定夫妻财产制将损害

取违法手段或通过非法途径谋求本人财产利益及

一方的财产权利时，经夫妻一方申请，由法院依法

其增值。

宣告终止其原夫妻财产制的适用，
改为适用分别财

该制度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2011 年

产制。该制度是在非常态情形下的改定适用，是为

11 月 8 日公布的法释〔2011〕18 号《最高人民法

克服夫妻一方滥用权利或财产管理严重不善等情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形，以保护夫妻双方各自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保障

解释（三）
》第 4 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民事交易安全。
有部分婚姻家庭法学研究者主张引

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入非常法定夫妻财产制，提议使用“非常夫妻财产

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1）

制”替代“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
，或者在概

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

念使用时直接用前者替代后者。鉴于《民法典》确

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

立了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为避免概念混淆，

产利益行为的；
（2）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

也限于篇幅，本文不讨论非常夫妻财产制。

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
用的”
。

二、解析《民法典》第 1066 条

（二）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

（一）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立法宗旨

1. 夫妻一方实施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

该制度赋予司法干预婚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

的行为。适用第 1066 条规定的行为，应是夫妻一

关系调整权，
其目的不仅在于解决夫妻之间发生的

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财产纠纷，
而且旨在防范夫妻因重大财产利益冲突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

危及婚姻稳定。近现代社会，每个自然人都是独立

利益。该类行为的核心是“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

自由的个体，个体不仅人格独立，而且财产独立。

利益”
。进一步区分为下列三大类:

婚姻不否定、排斥个体独立，但是，配偶双方在人

(1)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

身上、财产上产生紧密联系，特别是在法定财产制

财产的行为。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均是为了

下，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完全被捆绑在一起，不可

独自占有该财产而排斥另一方配偶共享，
其意愿明

分割。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制，婚姻对外财产责任，

显，行动清晰，理解不易有歧义。不过，
“变卖”

在夫妻共同债务范围内，是无限连带责任，夫妻不

是指出卖财产，以换取现金。该行为欲构成另一方

仅以双方全部共同财产承担或离婚时分得共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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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擅自出卖，而且被出卖的财产价值大或巨大，即

符合法定条件下，继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与孙

使换取的现金用于家庭生活，
也因严重损害夫妻平

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都负担相应的扶

等处分财产权利而引生不利后果；
也可能是配偶一

养、抚养和赡养义务。此处的扶养费、抚养费和赡

方悄悄出卖后，将换取的现金据为己有，不让另一

养费均包括医疗费在内。所以，夫妻一方履行该类

方配偶知晓或共享。
“毁损”是指故意毁灭或者损

法定义务而需要金钱开支，
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

坏夫妻共同财产，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同意的，该方可以请求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从

行为。
“挥霍”是指任性地浪费钱财、无节制地大

而确立其个人财产，方便其按本人意愿处分财产。

肆开支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
不同收入水平的夫妻，

无论从情理上看还是比较域外法相关规定，本

其消费习惯和财务行为特点会有所差异，
哪些情形

条规定的法定事由仍然是偏狭窄，有必要适度增补。

构成“挥霍”
，将会是该 5 类行为中最可能引起争

第 1066 条第一项规定的事由均是夫妻一方具有过

议的行为。然而，按一般社会理性标准去衡量，应

错；第二项规定情形中，另一方虽无过错，但其“不

该是可以判断并能得出共识结论的。

同意”
也不合乎道义，
两者都指向过错或不义行为。

(2)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行为。伪造夫妻共同

然而，实际上，还有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情形，

债务，是最近二十几年间，时有发生的财务问题，

也可能使夫妻财产关系无法继续维持，如，一方失

有些情形十分严重。从 2003 年以来，因为《最高

踪、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如果另一方希望保

人民法院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规定，
“婚姻

持婚姻，但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方便其实施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单方向外借款，原则上推

财产的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行为，是为合理。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争议问题成为

（三）裁判分割的共同财产范围、主要应考虑

社会热点问题，
其中原因之一是夫妻一方与第三人

因素及法律后果

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企图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时占有更多财产，
或者迫使另一方不得不放弃行使

适用《民法典》第 1066 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请求权。因此，欲防堵虚假债务

时，必然遇到两个具体问题：一是裁判分割的共同

发生，需采用多途径干预。夫妻一方伪造夫妻共同

财产范围；
二是裁判分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此处，

债务的，另一方有权申请提前分割共同财产，从而

立法仅赋予当事人请求分割权，没有规定“变更夫

止损。不过，行使分割请求权人有义务证明另一方

妻共同财产制”或者“终止夫妻共同财产制”
。
1.关于分割共同财产的范围。据该条规定分割

配偶伪造夫妻共同债务，若证明不成，其诉讼请求

夫妻共同财产，必然产生下列两个疑问：其一，是

将不会获得法院支持。

分割全部夫妻共同财产抑或仅分割部分共同财产？

(3)其他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例如，夫妻一方实施财产上的管理或处分行为，依

其二，
是仅单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不涉及债务清

法应征得另一方同意，
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同意

偿责任分配？抑或是既应当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又

的。显然，该情形是个“兜底性条款”
，方便司法

应当确定债务清偿责任？
首先，
该条规定本意应当是允许当事人请求分

根据实际情况酌定，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2. 夫妻一方应负担患重疾的法定扶养权人的

割双方全部共同财产。该强制分割制度适用婚姻存

医疗费而另一方不同意。根据《民法典》第 1067

续期间，且分割事由仅限于法定情形，婚内打破常

条、1071 条规定，父母有义务抚养未成年子女或

规，许可“特事特办”，如前所述，是维护公平之

者不能独立生活稍大的成年子女；
成年子女有义务

需，不得不采用的非常规救济。无论是对当事人或

为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提供赡养费。

者对社会而言，该救济之成本都较大。如果仅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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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部分夫妻共同财产，
不仅不容易确定分割的对象

以明确。原则上，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后，夫

财产，
而且容易导致经分割确定归夫妻一方个人所

妻应实行分别财产制，从而方便双方各自对财产的

有的财产与后续婚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混淆。
还可

占有、
管理和处分。如果继续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

能导致反复诉诸司法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过度占用

可能会导致反复诉请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情

司法资源。其次，关于是否应当确定共同债务清偿

形发生，挤占司法资源。但是，该制度未限定分割

责任。既然全部共同财产均分割完毕，若夫妻有共

对象是全部共同财产还是部分共同财产？特别是

同债务的，
理当一并确定共同债务清偿责任，否则，

没有涉及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因此，应该理解为，

对债权人不公。

当事人既可以请求对某项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某几

此外，适用第一、二款规定分割共同财产时，

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又可以请求提前分割全

应注意是否允许分割财产范围有异议问题。
仅从字

部夫妻共同财产。若是分割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的，

面上看，第一款规定的情形重于第二款，或者说，

完毕之后，理当实行分别财产制；如果当事人欲继

如果遇到第二款规定情形，
是否仅把可用于医疗费

续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可以协商约定，签署书

支付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清楚，
即可满足请求权人

面协议。但是，如果当事人仅仅是分割了部分共同

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紧急需要？不过，
这仅仅是将

财产的，可以仅就已分割的财产归入各自个人财产，

该笔医疗开支理解成通常水平，
如果医疗开支巨大，

未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仍是双方共同共有的，
未来

请求权人将其全部个人财产投入其中，
也可能不足

双方共同所得或者一方所得财产，继续归入共同财

以解决的，
又将如何？所以，
从制度解释论角度看，

产中。

两款之间差异主要不在于其应覆盖的共同财产范

该立法确立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时，
完全

围，
而在于，
第一款是配偶一方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未涉及夫妻共同债务，可以解释为下列两个方面考

第二款中，配偶的行为并不违法，而仅仅维护个人

虑：一是该分割仅仅是婚姻内部的财产利益分配，

财产利益，道德上不高尚。

并不当然产生对外效力，故不损害债权；二是如果

2. 裁判分割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首先，该

分割共同财产时将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责任一并分

强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完毕，
原属于夫妻双方共同

配，不仅耗损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将加重对婚

共有的财产，依法归属于夫妻双方各自所有，变成

姻的损伤。

夫妻各自个人财产。夫妻双方在诉讼期间，若能够

三、域外民法典中的提前终止夫妻共同财产制

协商分割的，理当有权协商分割；若协商不成的，

规则

则由法院依法裁决分割。如此，法院裁判分割的依
据是什么呢？《民法典》未规定。关于离婚时夫妻

在域外民法典中，夫妻单方请求终止夫妻共同

共同财产分割，
《民法典》第 1087 条规定，
“由人

财产从而分割共同财产的情形比较多，不仅涉及婚

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

姻“空心化”问题，而且关注婚姻内部的经济公平

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那么，第 1087 条是

及未来财产权利保护，绝大多数法定事由均可归责

否适用于强制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答案应

于夫妻一方过错，个别事由关乎夫妻关系之外的法

是肯定的。

律角色承担；既考虑现有财产负担公平，又顾及未
来财产利益分配公平。

（四）婚内分割的后果

（一）
《德国民法典》关于提前废止共同财产

当事人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完毕之后，
夫妻

制的规则

双方未来应实行何种夫妻财产制？《民法典》未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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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配偶过错而区分下列 4 种类型，
分别赋予

的。

夫妻请求终止夫妻共同财产制而提前分配共同财

3. 赋权管理共同财产的配偶一方申请废止共

产的权利。废止共同财产制的起算日期，是在法院

同财产制。
《德国民法典》第 1448 条规定，未管理

裁定生效之时。其后，适用分别财产制。夫妻废止

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一方之债务，
虽于夫妻内部关系

共同财产制的效力，欲及于第三人，应符合《德国

应划归该配偶负担，但仍使得共同财产负累过多，

民法典》第 1412 条规定，就配偶一方与第三人所

致日后所得显然有受危害之虞的，管理共同财产的

行的法律行为，以该夫妻财产制变更、废止登记于

配偶方有权提起配偶共同财产制废止之诉。

管辖机关的登记簿，
或者在实施法律行为时第三人

4. 赋权夫妻任何一方在配偶他方具有法定情

已知悉的，始得对抗第三人。

形时，
申请废止共同财产制的权利。
《德国民法典》

1. 赋权配偶任何一方在法定情形下请求提前

第 1469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任何一

终止净益共同财产制。
《德国民法典》第 1365、1375、

方均有权申请废止夫妻共同财产制：
（1）关于应由

138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享有净益分配

夫妻共同实施的管理权行为，他方配偶未经其协助

权的夫妻一方，有权事先终止净益共同财产制，而

而擅自行使，致该方将来的权利显然有受危害之虞

请求早日分配净益：
（1）
夫妻之间至少已分居 3 年；

的；
（2）关于共同财产的通常管理行为，他方配偶

（2）因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对履行净益分配请求

无充分理由，坚持拒绝提供协助的；
（3）他方配偶

权有重大危险的：
夫妻一方有未经对方同意而处分

怠于履行其扶养家庭的义务，且使将来扶养地提供

全部财产，
或者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同意对方不违反

显有受到危害之虞的；
（4）他方配偶个人债务，在

通常管理的行为，或者因疾病或不在而无法表示，

婚姻内部应由共同财产负担，而使其负担过多，致

或者非基于履行道德上的义务或不合礼仪上所为

共同财产日后所得显有受到危害之虞的；
（5）他方

的考虑而无偿给付财产的；
或者有浪费财产之情事

配偶基于共同财产所生的权利，
承担其辅助人职务

的；
或者故意实施以损害他方为目的之行为的。
（3）

的。

夫妻一方因婚姻共同生活所生义务，
因可归责于己

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民法典》确立的提前废

身的事由，致使长期未能履行，且预期日后亦无实

止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事由，均是明文规定的情形，

现可能的。
（4）夫妻一方无充分理由而执意拒绝报

并无概括式或者兜底条款。

告其财产状况，或直至提起告知申请，无充分理由

（二）
《法国民法典》中的提前结束夫妻共同

执意拒绝报告其财产状况的。

财产制的规则

2. 赋权未管理共同财产的配偶申请废止共同
财产制。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447 条规定，有

根据《法国民法典》
，无论是实行法定夫妻财

下列情形之一的，
未管理共同财产的配偶一方有权

产制还是契约夫妻财产制，
都允许提前进行夫妻共

申请废止共同财产制：
（1）管理共同财产的配偶无

同财产分割分配，如果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有权通

管理共同财产的能力，或滥用其管理权，致使他方

过诉讼实现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将来的权利显有受危害之虞的；
（2）管理共同财产

1. 法定夫妻财产制中的提前分割共同财产。

的配偶怠于履行其扶养家庭的义务，
且将来提供扶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1400~1491 条规定，未经订

养显有受危害之虞的；
（3）因管理共同财产的配偶

立契约，或者简单声明按共同财产制结婚，并由此

个人所生的债务，使共同财产负累过多，致使未管

建立夫妻共有财产制的，
受共同财产制规定的约束。

理财产的配偶日后所得显有受危害之虞的；
（4）管

共同财产是由夫妻在婚姻期间共同取得或分别取

理共同财产的配偶承担配偶另一方的辅助人职务

得的资产、夫妻凭各自的技艺所得的财产、与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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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所得之果实与收入所形成之节余共同组成
（第

类分割须经法院裁决。与德国法相比较，法国法既

1401 条）
。任何财产，不论是动产或不动产，如不

保护配偶双方的财产利益，
又考虑第三人财产利益

能证明其依法律规定属于夫妻一方的自有财产的，

保护，
婚姻期间终止夫妻共同财产制并分割共同财

均视为共同财产（第 1402 条）
。共同财产制因下列

产的规则，适用范围狭窄。

原因而解除：夫妻一方死亡；宣告失踪；离婚；分

2. 约定共同财产制中的提前清算分割规则。

居；分别财产；夫妻财产制的改变（第 1141 条）。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1497~1581 条规定，约定共

根据第 1442~1444 条规定，如夫妻一方经营混乱、

同财产制有两种类型：动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共同制、

管理不善或行为不端，由其继续管理共同财产制，

分享婚后取得共同财产之财产制。夫妻双方约定实

将危害其配偶另一方利益的，
配偶另一方有权诉请

行动产和婚后所得全部财产共同制的，其共同财产

法院裁决实行分别财产制。
“即使存在任何相反之

既包括依法定共同财产制应属于共同财产的财产，

约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均不可能继续存在。
”分别

又包括夫妻双方于结婚日已享有所有权的动产或

财产制的请求，经法院判决认可；分别财产制的诉

占有的动产，以及婚后因继承、受赠而取得的财产，

讼请求与判决，
应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及应承

但立遗嘱人或赠予人另有相反规定的，不在此限

担的后果进行公告；若夫妻一方是商人，还应遵守

（第 1498 条）
。夫妻分享婚后取得共同财产的财

有关商事条例的规定。宣告分别财产制的判决，溯

产制，
是指夫妻任何一方均保留其个人财产的管理、

及提出此项诉讼请求日发生效力；该项判决，应于

收益和自由处分的权利，
而不区分财产取得时间和

结婚证书的备注栏及夫妻财产制契约的原本上记

来源；在婚姻期间，如同分别财产制一般，但是，

明（第 1445 条）
。在必要时，夫妻任何一方均有权

该财产制解除后，夫妻任何一方均有权分享他方财

请求在其共同关系中，解除共同财产制的效力，延

产中经确认属于婚后取得的净财产价值之一半。婚

迟至夫妻停止共同生活或停止合作之日发生，
但是，

后取得的财产，
“按原始财产与最后财产两次估价

导致夫妻分离的主要过错一方不得延迟解除共同

计算其价值”
（第 1569 条）
。
在夫妻财产制解除日，

财产制的生效时间。共同财产制一经解除，夫妻各

属于夫妻一方的全部财产，均属于最后财产。若一

方均取回不属于共同财产范围内尚存的财产实物，

方的最后财产，少于其原有财产，全部亏损均由该

或取回用以替代该财产的其他财产（第 1467 条）。

方配偶自行负担。如果夫妻一方的最后财产多于其

值得注意的是，
夫妻一方的债权人不得以其债权人

原有财产，
则增加部分应属于婚后取得之净益共同

身份，主动请求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第 1446

财产，应由夫妻双方分享（第 1575 条）
。夫妻一方

条）
。
然而，
在婚姻当事人提起分别财产制之诉后，

经营混乱、管理不善或者行为不端，致使他方担心

“债权人有权以诉讼代理人对诉讼代理人的书状，

继续夫妻财产制将危害其配偶的利益时，
其配偶有

督促夫妻向其送阅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与证据材料”

权请求提前对其得分享的债权进行清算（第 1580

“债权人甚至得参加诉讼，以保全权利。如宣告分

条）。如果夫妻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任

别财产制侵害债权人之权益，
债权人得依民事诉讼

何一方都有权请求法院裁判进行清算
（第 1578 条）
。

法规定之条件，对分别财产提出第三人异议”
（第

综上，德国、法国的民法典均允许夫妻一方在

1447 条）
。

另一方出现法定情形时，
请求提前分割共同财产或

可见，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施行期间，夫妻

共分享其应得财产利益。
立法不仅规定请求权行使

一方欲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须另一方财产管理

人、请求权行使事由，
而且规定该请求权行使后果；

过错或不具管理能力或者行为不端，
且由其继续管

不仅考虑婚内财产利益分配公平，而且照顾到第三

理共同财产制将危害其配偶另一方利益的，
而且此

人利益，规则尽可能地详尽。这是值得我国相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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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借鉴的。此外，
《日本民法典》第 758~759 条同

（1）夫妻一方患重大疾病的。因本人身患疾

样允许夫妻一方在另一方管理不当而危及其共同

病需要而急需自费承担较大医疗费用开支，另一方

财产时，向家庭法院请求提前分割。但是，分割共

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患重病配偶请求分割

同财产的，
“非作出其登记的，不得以之对抗夫妻

夫妻共同财产的，合情合理。或者夫妻一方身患重

的承继人及第三人。
”

病而无意思表示能力或者无法表示意思的，另一方
申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

四、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路径和规则设计

（2）夫妻连续分居 3 年以上，一方坚决要求

夫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分配请求权，
是源自婚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
《民法典》第 1079 条第 3 款

姻身份关系派生的夫妻财产共有关系。所以，它应

第（四）项规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满 2 年”，调解

该是可以一定程度地与夫妻身份关系相分离的，即

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如果当事人选择长期分居

夫妻双方既保持配偶身份，
又结束财产共同共有关

而不离婚，
但申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应允许为妥。

系。这一点，在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时，表现

（3）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申请分割

得最为典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种种不得已

的。根据《民法典》第 40 条规定，
“自然人下落不

的原因，
无过错配偶一方请求提前分割夫妻共同财

明满 2 年，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

产而获得应得份额，
以满足本人及相关扶养权利人

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配偶一方可以据此申请另一

的合理需要，维护自己未来财产权利，在市场经济

方配偶为失踪人，而一旦尽管《民法典》第 46 条

社会环境中，是人之常情，故而立法给予承认，提

赋予配偶等人在自然人“下落不明满 4 年”等情形

供救济途径。既如此，该制度立法时应考虑得更加

下申请宣告该人死亡的权利，但是，社会生活中，

人性化些，以便规则设计周全，涵盖范围可以更宽

配偶一方基于种种原因不申请宣告另一方死亡，而

大些。

仅仅申请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有必要提供救济。
（4）夫妻一方破产的。自然人破产，是部分

（一）应增设法定事由而适度扩大适用范围

从事商业活动中的个人会遇到的重大风险。2020
第 1066 条仅允许适用于法定的两类情形，显

年 8 月广东省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

得过于严苛和狭隘。早在 2010 年，
《适用婚姻法解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将于 2021 年 3 月

释三》
（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期间，包括笔者在

1 日起实施。根据该条例第 2 条、第 8 条规定，
“因

内的多位学者提出，
允许夫妻一方在婚内请求分割

生产经营、
生活消费导致丧失债务清偿能力或者资

夫妻共同财产时，
法定事由仅规定为两大类不够妥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
”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

当，
建议增补相关法定情形或增加兜底性条款遗憾

院申请破产。其第 9 条又规定，
“当债务人不能清

的是，该意见未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纳，2011 年公

偿到期债务时，
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有五十万

布的《适用婚姻法解释三》明定允许夫妻单方行使

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

请求权的事由。
《民法典》第 1066 条延续该司法解

产申请，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若夫妻一

释，故也未能克服其内在局限性。为使该制度更有

方果真陷入破产清算，该方本人或者另一方配偶请

适应性，更好地满足婚姻内部的经济公平需要，建

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势在必行。

议考虑增设若干重大事由，并设“具有其他重大事

2. “其他重大理由”
。一方面，有些情形，只

由”作为兜底条款。

有情节严重的，
才可考虑适用单方申请夫妻共同财

1. 建议明文补充列举的重大理由。包括下列

产制；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如此快速，为使该制度

4 种情形：

具有必要弹性以适应未来变化，
立法可以设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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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兜底条款。

请求权人认为分别财产制对其不利时，可以请求恢
复共同财产制，以弥补分别财产制的不足。”笔者

（二）立法应明确分割后果

认为，稳定、公开、透明是制定法律的特点，这也

强制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效果，
除了

是主张该制度立法规则应当进一步完善的理由。确

共同财产分配，还涉及下列两方面：未来的夫妻财

定法律后果时，当然不能仅仅考虑夫妻一方需要。

产制是什么？对第三人效力如何？

提前分割完毕后，当事人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但

1. 现行司法解释和《民法典》第 1099 条均未

另有约定除外，如此，始合乎强制婚内分割夫妻共

明确准许当事人一方分割请求并分割夫妻共同财

同财产的初衷，
也减少当事人双方未来发生财产争

产完毕之后，
夫妻是实行分别财产制了还是以判决

议的可能性。如果经济弱势方因此导致生活困难的，

生效日为起始日又重新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
如果

有权向请求对方给付扶养费，以维持生活。

当事人双方无约定的，
因夫妻一方请求提前分割夫

2. 针对第三人的效力。因夫妻一方申请而分

妻共同财产的事由不同，
其法律后果配置是应分别

割共同财产的，
其效力是否对第三人具有约束力？

对待还是一视同仁？还是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区

通常而言，夫妻因故强行分割共同财产，是婚姻内

别？虽然我国的强制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制不

部共有财产关系终止，除了第三人知情的，不当然

是以非常财产制为前提的，分割之后，并非必然实

产生婚姻对外财产责任的变化。
无论夫妻一方的本

行分别财产制，
而是可以继续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

次分割行为的后果，还是其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婚

提前分割完毕后，
夫妻采用分别财产制还是共同财

姻对外财产责任依然应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产制，法律上无疑是有明显区别的。处于经济弱势

有关夫妻财产制、婚姻对外财产责任的条款。

的夫妻一方因另一方挥霍共同财产、
债务负担巨大

此外，
还可以考虑增补规定第三人权利保全条

甚至破产等情形而提起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之诉获

款。为避免婚姻当事人双方合谋串通而损害债权人

准之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对其比较有利；若是因对

利益，可以考虑借鉴法国法的经验，赋予第三人依

方配偶拒不履行扶养、
抚养义务而请求提前分割夫

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异议的权利。

妻共同财产获准的，
未来实行共同财产制可能更有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

利于弱势配偶方。裴桦主张，
“适用以非常财产制
为前提的婚姻财产分割更具适应性”
。分割后，
“实

注：为方便阅读，文章略有删节。原文刊于《云南师范大

行分别财产制可以满足请求权人的需要，同时，当

学学报》
（哲社版）2021 年第 1 期

周友军：《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逐条解读 | 前沿
2021-02-05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s://mp.weixin.qq.com/s/qAos6rE9hAcFH_Rs4Eqg9Q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贯彻了《民

中国民商法律网

法典》的立法精神，结合了我国继承纠纷的司法实

【作者简介】周友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

践，并总结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

学院教授。

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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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因为时间仓促等原因，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

宣告死亡。例如，张某因被骗到外国而与家庭失去

解释（一）
》也留下了一些遗憾。从实践来看，本

联系很多年，其妻子就可以申请法院宣告其死亡。

司法解释的诸条规定需要结合立法目的与司法实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对《民法典》第

践等，妥当地理解与适用。

1121 条第 1 款中规定的“死亡”采一般理解，该
解释第 1 条第 1 款明确了，
“继承从被继承人生理

一、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的总体评价

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时开始。”

在《民法典》颁行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按照“统

另外，在自然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况下，该人的

一规划、分批制定，急用先行、重点推进”的原则，

死亡日期如何确定，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考虑

制定了与《民法典》配套的第一批共七件新的司法

到法律的体系性，《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解释，并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与《民法典》同步施

第 1 条第 2 款规定：
“宣告死亡的，根据民法典第

行。这其中就包括 2020 年 12 月 25 日颁布的《最

四十八条规定确定的死亡日期，为继承开始的时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

间。”而依据《民法典》第 48 条的规定：
“被宣告

承编的解释（一）
》
（以下简称“
《民法典继承编司

死亡的人，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之日视为

法解释（一）
》
”
）
。该司法解释分为五个部分，分别

其死亡的日期；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

为“一般规定”
、
“法定继承”
、
“遗嘱继承和遗赠”、

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例如，张

“遗产的处理”
、
“附则”
。总体上，这一司法解释

某于 2014 年 3 月 8 日乘坐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贯彻了《民法典》的立法精神，结合了我国继承纠

航班从吉隆坡返回北京，
但飞机起飞后不久与地面

纷的司法实践，并总结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失去联络。在苦苦寻找近三年未果后，其丈夫王某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诉至法院，要求宣告妻子死亡。如果该案适用本司

（以下简称“
《继承法意见》
”
）的成功经验。

法解释的规定，
则张某的死亡日期为意外事件发生

不过，因为时间仓促等原因，
《民法典继承编

之日，即 2014 年 3 月 8 日。

司法解释（一）
》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该司法解释

（二）农村土地承包人权益的继承

对于实践中争议较大且需要予以规范的问题没有
给予关注，如共同遗嘱、继承合同等问题。另外，

依据《民法典》第 331 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

就本解释已涉及的问题，
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规范

营权是用益物权。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则上具

不够完整细致，与《民法典》整个体系没有完全做

有人身专属性，
其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到有机衔接的问题。例如，就继承人“故意杀害被

的享有为前提的权利。因此，在承包人死亡时，土

继承人”的认定，就没有就继承人有精神疾病、继

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并不能被继承。但是，承包人生

承人正当防卫等问题作出回应。

前对土地所投入的资金、
所付出的劳动及其增值和
孳息，仍然应当移转给承包人的继承人比较合理。

二、 “一般规定”部分的解读

因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2 条规定：

（一）继承开始的时间

“承包人死亡时尚未取得承包收益的，可以将死者
生前对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所付出的劳动及其增

继承开始的时间，对于遗产范围的界定、继承

值和孳息，
由发包单位或者接续承包合同的人合理

人范围的界定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依据《民法

折价、补偿。其价额作为遗产。
”

典》第 1121 条第 1 款的规定：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

值得注意的是，
本条没有明确农村以户为单位

亡时开始。
”在民法上，死亡一般包括生理死亡和

承包的背景下，农户中部分成员死亡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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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裁判一般认为，
因农村土地往往是以户为

以，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先。

单位承包的，所以，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

但是，如何准确理解《民法典》第 1123 条确

的，
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

立的规则？为此，《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营；只有当承包经营农户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时，

第 3 条进一步规定：
“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

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该

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

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归于消灭，
而不能由该农户家庭

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

成员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
更不能作为该农户家

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

庭成员的遗产处理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

触的遗嘱全部或者部分无效。”例如，在一起案件

年第 12 期第 37 页以下）
。

中，死者黄某的孙女拿出了一份遗赠扶养协议，载

“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继承”是原则，在我国

明死者黄某的唯一房产归其所有；而死者黄某的三

法律上也存在例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2

个子女则拿出了一份遗嘱，
载明房产由他们三人继

条第 2 款规定：
“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

承。这里遗嘱的内容就与遗赠扶养协议抵触，所以，

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同时，该法第 54 条

遗嘱应当无效。

明确了，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3 条的适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之上的承包经

用前提是“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

营权的，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可

同时又立有遗嘱”，这里所说的“同时”不应当机

见，对于林地和四荒土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我

械地理解为两者的成立或生效时间同一，
而应当理

国法律例外地允许其继承。

解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
同时存在有效的遗赠扶养

另外，在《民法典》就农地三权分置作出规定

协议和遗嘱。即使遗赠扶养协议的订立时间晚于立

的背景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上还可以设立新的用

遗嘱的时间，也应当属于此处所说的“同时”
。当

益物权，即土地经营权（确切地说，是流转期限为

然，本条中“同时”一词的使用多少有点误导的成

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
。在继承纠纷中，如果涉

分，司法解释制定者如果能够精准表达就更好了。

及土地经营权的继承，则法院应当允许，因为土地

另外，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 3 条

经营权是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
其可以按照一

主要适用于遗赠扶养协议和遗嘱
“有抵触”
的情形。

般规则进行继承。

这里的“有抵触”的典型形态是，遗赠扶养协议中
希望给予扶养人的权利与遗嘱中希望给予遗嘱继

（三）遗赠扶养协议协议与遗嘱冲突的处理

承人或受遗赠人的权利不能同时并存。例如，遗赠

在实践中，被继承人可能既立了遗嘱，又与他

扶养协议要给予扶养人某套房屋的所有权，遗嘱又

人订立了遗赠扶养协议。
《民法典》第 1123 条规

要给予被继承人子女该房屋的所有权，两者就属于

定，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

“有抵触”
。问题在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中希望

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

给予扶养人的权利与遗嘱中希望给予遗嘱继承人

按照协议办理。
”本条明确了在遗产分配方面，先

或受遗赠人的权利，
可以并存，是否应当解释为“有

执行遗赠扶养协议，再执行遗嘱，最后进行法定继

抵触”？笔者认为，只要遗嘱的内容损害了遗赠扶

承。按照这一规定，遗赠扶养协议具有优先于遗嘱

养协议中约定的扶养人应获得的权利，就应当认定

的效力。
这主要是考虑到遗赠扶养协议实际上是一

为“有抵触”。例如，遗赠扶养协议中要给予扶养

个双务有偿的合同，而通过遗嘱获得利益的人（包

人房屋所有权，
而遗嘱中又为继承人设定了居住权，

括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都是无偿取得遗产，所

虽然所有权和居住权本身可以并存，
但在具体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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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应认定为“有抵触”
。

（五）丧失继承权的确认之诉

（四）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并存

在出现可以导致继承权丧失的事由之后，
何时
会发生继承权丧失的法律后果？对此，《民法典》

《民法典》第 1123 条规定：
“继承开始后，按

第 1125 条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

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

一直认为，应当采当然丧失主义，也就是说，只要

赠办理……”这就确立了“遗嘱在先原则”
。
《民法

法定事由出现就丧失继承权，继承权的丧失不以经

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一）
》
第 4 条进一步明确规定：

过法院裁判为前提。例如，死者的儿子为了争夺遗

“遗嘱继承人依遗嘱取得遗产后，
仍有权依照民法

产而杀害了他的哥哥，在其实施杀害行为之时就当

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取得遗嘱未处分的遗

然地丧失了继承权。不过，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

产。
”依据本条规定，如果遗嘱继承人同时也是法

对继承权是否丧失发生争议，对此，
《民法典继承

定继承人，在存在遗嘱未处分遗产的情况下，其仍

编司法解释（一）》第 5 条明确规定：
“在遗产继承

然可以因法定继承而取得遗产。例如，在一起案件

中，继承人之间因是否丧失继承权发生纠纷，向人

中，死者何甲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何甲曾亲笔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由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

立下遗嘱，内容为：
“我死后，我的存款 5 万元留

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判决确认其是否丧失继承

给女儿何乙。
”何甲死后，留有房屋 6 间、存款 5

权。”本条规定实际上确认了当然丧失主义。另外，

万元。
何某的三个子女对于遗产的继承有不同的看

本条规定还意味着，该诉讼属于确认之诉，而且，

法。如果依据本司法解释的规定，何某的女儿对于

不应当适用调解程序。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张某

遗嘱没有涉及的六间房屋仍然可以按照法定继承

将妻子李某杀害。案发后，经过三次司法鉴定，张

取得相应的份额。

某被确认为精神病患者，
公安机关以不负刑事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一）》

为由释放了张某。后来，李某的父母提起诉讼，要

第 4 条尤其明确了，遗嘱继承人在进行法定继承

求法院剥夺张某对其女儿财产的继承权。
本案属于

时，有权依据《民法典》第 1130 条的规定取得其

因“故意杀害被继承人”而丧失继承权发生的纠纷，

应得到的遗产份额。尤其是要依据《民法典》的规

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

定，进行法定继承时可以多分或者少分遗产，而不

本条仅就继承人是否丧失继承权的问题作出

受其是否已经通过遗嘱取得遗产的影响。而依据

了规定，但考虑到，受遗赠人是否丧失受遗赠权的

《民法典》第 1130 条的规定，遗产可以不均分的

问题与该问题具有类似性，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

规则包括：
一是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

释（一）》第 5 条应当类推适用于受遗赠人是否丧

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例如，死

失受遗赠权的案件。

者的父母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且生活困难，分
配遗产时就应当予以照顾。
二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

（六）
“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认定

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

《民法典》第 1125 条第 1 款规定的丧失继承

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例如，
被继承人有两个女儿，

权的法定事由之一是“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

大女儿与其共同生活，长期照顾被继承人，分配遗

如何认定“情节严重”
，是实践中比较疑难的问题。

产时大女儿就可以多分。
三是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

为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 6 条专门

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

作出了规定。本条第 1 款规定：
“继承人是否符合

当不分或者少分。四是继承人协商同意的，可以不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

均等分配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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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
，可以从实施虐待行为

权。”这就明确了，继承人实施的故意杀害行为，

的时间、手段、后果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认定。
”考

即使是未遂，也可以导致继承权的丧失。

虑到“情节严重”的认定属于综合性判断，所以，

不过，本条规定还遗留了一些问题：一是继承

本条仅给出了认定时的考量因素，
法官可以据此结

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但是，构成犯罪中止，是否

合个案进行判断。一般说来，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

丧失继承权？对此，
理论上存在争议。
但笔者认为，

虐待具有长期性、经常性，手段比较恶劣，社会影

从鼓励他人放弃实施犯罪行为出发，应当认为，继

响很坏的，可认定为情节严重。例如，在一起案件

承人不丧失继承权。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范某因

中，儿子长期虐待母亲，并导致母亲自杀，法官就

家庭经济纠纷，酒后对其母徐某实施了伤害行为，

认定儿子的行为构成“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

致其轻伤，被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中止。事后范某

再如，在另一起案件中，儿子曾殴打父亲一次，虽

得到其母徐某的谅解，因此法院没有认定其丧失继

然给父亲造成肉体伤害和严重的精神伤害，
但是因

承权。这一判决值得认可。二是继承人故意杀害被

为仅殴打一次，法官没有认定其构成“情节严重”

继承人的行为，
是否以有识别能力为前提？在实践

的虐待。

中，有不少突发精神病而杀害被继承人的例子。笔

此外，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6 条

者认为，
“故意”
的认定应当以有识别能力为前提。

第 2 款还规定：
“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不论

三是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行为是否包含合

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均可确认其丧失继承权。
”依

法行为？笔者倾向于认为，其中不包含正当防卫、

据我国《刑法》第 260 条的规定，虐待罪以“情节

紧急避险等合法行为。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弟弟

恶劣”为前提的。
《刑法》中的“情节恶劣”和《民

因精神病发作，持棍棒殴打哥哥，哥哥无可奈何之

法典》中的“情节严重”存在一定的交叉，所以，

下正当防卫打死了弟弟。
因为哥哥的行为构成正当

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行为，
往往也可能构成虐

防卫，属于合法行为，应当不丧失继承权。四是继

待罪。不过，按照《刑法》第 260 条第 3 款的规

承人是否必须受到刑事处罚？对此，
也有比较法上

定，虐待罪原则上属于“告诉的才处理”的犯罪，

的做法认为，继承人必须受到刑事处罚才丧失继承

所以，在实践中，被虐待人可能基于亲情等各种考

权（如《日本民法典》第 891 条）。笔者认为，既

虑而没有要求追究虐待人的刑事责任。
考虑到继承

然我国《民法典》没有作出类似规定，不宜要求继

权丧失制度的立法目的，
即使继承人没有被追究刑

承人丧失继承权以受到刑事处罚为前提。
四是故意

事责任，或者其行为没有达到刑法上“情节恶劣”

杀害被继承人，
是否包括故意伤害被继承人导致其

的程度，只要法院认定其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

死亡的情形？例如，在一起案件中，高某故意伤害

都应当丧失继承权。

其妻子力某，并导致其妻子死亡，法院并没有认定
高某丧失继承权。笔者赞同这一判决，而且，这一

（七）
“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认定

裁判观点与日本、德国司法裁判的立场是一致的。

故意杀害被继承人，
是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法

（八）被继承人宽宥的适用范围

定事由。但是，如何认定这一事由，实践中存在争
议。例如，继承人在被继承人的食物中投毒，但继

《民法典》第 1125 条第 2 款规定了被继承人

承人事后及时且成功地抢救了被继承人，
该继承人

宽宥制度（可以理解为准法律行为中的情感表示），

是否丧失继承权？对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这就是说，虽然继承人实施了第 1125 条第 1 款第

（一）
》第 7 条明确了，
“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

3 至 5 项规定的行为（如遗弃被继承人）
，但确有

的，不论是既遂还是未遂，均应当确认其丧失继承

悔改表现，
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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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例如，

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利益，
并造

继承人的母亲在文革中被定了
“地主婆”
“黑五类”
、
，

成其生活困难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

当时年仅 18 岁的继承人，多次批斗其母亲，批斗

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情节严重’。
”例如，

会后还不让其母亲回家吃住，使其流落街头。但文

死者的妻子伪造遗嘱，导致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

革结束后，继承人表示后悔，并得到了其母亲的宽

活来源的公婆无法继承遗产，并造成其生活困难，

恕。如果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继承人就不丧失

就属于本条中所说的“情节严重”
。本条规定与《继

继承权。

承法意见》第 14 条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是，本条

问题在于，如果继承人实施了《民法典》第

也存在一个问题，即除了本条规定的案件类型以外，

1125 条第 1 款第 1 项和第 2 项规定的行为（即故

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意杀害被继承人、
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

三、 “法定继承”部分的解读

被继承人是否可以宽宥？对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

（一）
被收养人对其生父母的遗产享有的权利

法解释（一）
》第 8 条规定，此时，
“被继承人以遗
嘱将遗产指定由该继承人继承的，
可以确认遗嘱无

我国《民法典》仅认可完全收养，拒绝认可不

效，并确认该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这主要是考虑

完全收养，所以，《民法典》第 1111 条第 2 款规

到，
在这两种情况下，
继承人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

如果可以宽宥，则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本条虽然

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因此，被收

使用“可以确认遗嘱无效”的表述，但是，解释上

养人无法对其生父母的遗产享有继承权。

应当认为，法官必须确认遗嘱无效。不过，司法解

但是，在实践中，被收养人对其生父母扶养较

释使用“可以”这一表达，略显模糊，无法有效实

多，也是人之常情。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考虑，

现其对于司法实务的指导。

被收养人也应当享有分得一定遗产的权利。对此，

需要注意的是，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一）》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 10 条规定：
“被

第 8 条应当仅适用于继承权丧失的认定。如果被

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
同时又对生父母扶

继承人通过生前赠与的方式给予继承人遗产，
对于

养较多的，
除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此种赠与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

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以依照民法典第

也不宜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所以，即使继承人实

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适当的遗产。
”

施了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者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

本条实际上明确了，被收养人可以基于《民法典》

他继承人的行为，
被继承人也可以通过生前赠与的

第 1131 条规定的遗产酌给请求权而请求分给适当

方式给予继承人遗产。

的遗产。不过，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10 条似乎给人以误解，就是被收养人必须对养父

（九）
继承人伪造、
篡改、
隐匿或者销毁遗嘱，

母尽了赡养义务，其才可以对其生父母享有遗产酌

是否构成情节严重的认定

给请求权。事实上，依据《民法典》第 1131 条的

《民法典》第 1125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继

规定，
被收养人享有遗产酌给请求权的前提仅仅是

承人伪造、
篡改、
隐匿或者销毁遗嘱，
情节严重的，

对其生父母扶养较多。即便被收养人没有尽到其对

丧失继承权。但是，如何认定“情节严重”
，需要

养父母的赡养义务，
也不影响其对生父母的遗产酌

予以明确。

给请求权。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一）
》
第 9 条规定：

（二）继子女对其生父母遗产的继承权

“继承人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侵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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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亲子关系法一直以来都采取此种立场，即

款明确规定：“继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权，因继兄

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存在，
不对亲生父母子女关系产

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关系而发生。没有扶养关系的，

生影响。
与此相应，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一）
》

不能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

第 11 条设计了配套的继承制度。
本条第 1 款规定：

另外，继兄弟姐妹关系，并不影响亲兄弟姐妹

“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的，
不影响其继承生父

关系。因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2

母的遗产。
”第 2 款规定：
“继父母继承了继子女遗

款规定：“继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继承了遗产的，不

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女的遗产。
”

影响其继承亲兄弟姐妹的遗产。
”

客观地说，
本条规定的问题在实践中并非疑难

（五）代位继承中的辈数限制问题

问题。从实践来看，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继父母子

在代位继承中，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

女关系的认定标准如何操作，
即如何具体认定双方
之间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以多长时间为宜？另外，

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

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否可以解除，
如何解除？只有民

承。但是，可以代位继承的晚辈直系血亲是否受辈

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完善了这些配套制度，本

数限制？《民法典》第 1128 条第 1 款在规定代位

条规定才能更好地适用。

继承时并没有予以明确。
虽然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发
生较少，但在特殊情形也有可能发生，例如，在地

（三）
被收养人与养兄弟姐妹和其亲兄弟姐妹

震中，被继承人的子女、孙子女都死亡，其曾孙子

之间的关系

女是否可以继承？对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我国《民法典》第 1111 条就收养的效力，采

（一）
》第 14 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外孙

取“全面亲属关系的收养”的立场。因此，养子女

子女、曾孙子女、外曾孙子女都可以代位继承，代

与养父母的近亲属之间形成近亲属关系，
而养子女

位继承人不受辈数的限制。
”这一规定符合代位继

与其亲生父母的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归

承制度的立法目的，值得肯定。

于消灭。例如，李某被他人收养，他与养父母家中

不过，
《民法典》第 1128 条第 2 款新增了兄弟

的姐姐是法律上的姐弟关系，
而他与自己的亲生弟

姐妹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但是，兄弟姐妹的孙子

弟则不是法律上的兄弟关系。因此，
《民法典继承

女、外孙子女是否可以代位继承，并不清晰，亟待

编司法解释（一）
》第 12 条第 1 款规定：
“养子女

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与生子女之间、养子女与养子女之间，系养兄弟姐

（六）代位继承中“子女”和“子女的直系晚

妹，可以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第 2 款规定：
“被

辈血亲”的认定

收养人与其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收

《民法典》第 1128 条在规定代位继承时，仅

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不能互为第二顺序继承人。”

使用了“子女”、
“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的概念，

（四）继兄弟姐妹之间的继承问题

在实践中需要具体认定。
为了实现裁判的统一，
《民

《民法典》第 1127 条第 5 款规定，作为第二

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15 条规定：
“被继

顺序法定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包括
“有扶养关系的继

承人的养子女、
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生子女

兄弟姐妹”
。不过，实践中也有疑问，就是这里说

可以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亲生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

的“扶养关系”是指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扶养

位继承；被继承人养子女的养子女可以代位继承；

关系”
，还是继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关系”？为

与被继承人已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养子女也

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13 条第 1

可以代位继承。
”不过，本条没有就人工生育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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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出规定，略显遗憾。在解释上，通过人工辅助

不足，本条后句规定：“如该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

生殖生育的子女，
只要在法律上认可其子女身份的，

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赡养义务

就属于《民法典》第 1128 条中所认定的“子女”

较多的，可以适当分给遗产。”这里就在此时引入

或“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
。例如，被继承人的儿

了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

子限于被继承人死亡，但是，其儿子曾经书面同意

不过，笔者认为，本条规定就代位继承采代表

以第三人捐精的方式进行人工辅助生殖，依据《最

权说，难谓妥当，理由在于：其一，这一做法违反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比例原则。例如，被继承人的儿子虐待被继承人，

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 40 条的规定，这个人工

基于法律规定其儿子已经丧失继承权，这个惩罚已

生育的孩子也是其子女，也可以代位继承。

经足够，不必再惩罚到其孙子。其二，这一做法违
反了按支继承的原则。例如，被继承人的儿子虐待

（七）代位继承人的遗产份额

被继承人，如果被继承人还有一个女儿，则在其孙

《民法典》第 1128 条第 3 款规定：
“代位继承

子无法代位的情况下，其女儿会取得全部财产，这

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

与按支继承的原则是冲突的。

额。
”不过，在例外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多分遗

（九）
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

产？对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16

人时的代位继承

条规定：
“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
源，或者对被继承人尽过主要赡养义务的，分配遗

虽然理论上存在争议，但是，
《民法典》第 1129

产时，可以多分。
”这一规定体现了弱者保护和权

条仍然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

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值得肯定。本条中的“可以多

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分”最好解释为“应当多分”
。例如，在一起案件

另外，在此情形，往往也有可能适用代位继承。实

中，李某的儿子早早去世了，李某的孙子对爷爷尽

践中，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再婚，是否影响其子女

到主要赡养义务，
在代位继承时这个孙子就应当多

代位继承，存在争议。对此，《民法典继承编司法

分遗产。

解释（一）
》第 18 条明确规定：
“丧偶儿媳对公婆、
丧偶女婿对岳父母，无论其是否再婚，依照民法典

（八）
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时是否可以代位继承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时，

的问题

不影响其子女代位继承。
”

在代位继承的情况下，
代位继承人是基于自己

（十）
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

的权利而代位继承，
还是基于被代位人的权利而代

人的认定

位继承，对此，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分为固有
权说和代表权说。各国也有不同的立法。
《民法典

《民法典》第 1129 条规定，丧偶儿媳、丧偶

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17 条前句规定：
“继承

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

人丧失继承权的，
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

第一顺序继承人，不把他当作“外人”。但是，如

这一规定采代表权理论。例如，在一起案件中，江

何认定“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对此，《民法典继

某收养了曾某。
曾某长大后遗弃江某，
构成遗弃罪，

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19 条规定：
“对被继承人

被判入狱两年。
后来，
曾某的儿子提出要代位继承，

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
或者在劳务等方面给予

并与他人发生继承纠纷。按照该司法解释，曾某的

了主要扶助的，
应当认定其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主

儿子并不能代位继承。不过，为了弥补代表权说的

要扶养义务。”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尽主要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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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一般从两方面综合考虑：一是在经济上对公

质上的付出也包括精神上的付出。

婆或岳父母生活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
或者在生活

另外，在实践中，如果遗产的总价值较小，遗

上对公婆或岳父母提供了主要劳务帮助；
二是对公

产酌给请求权的实现顺序如何，也需要探讨。借鉴

婆或岳父母尽赡养义务具有长期性、经常性。笔者

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见解，笔者倾向于解释为，遗

认为，法院在认定时，可以采取适当宽松的标准，

产酌给请求权应当优先于受遗赠权、
继承权，不过，

以鼓励孝敬老人的善举。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丈

不应当优先于债权。
如此，
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夫意外死亡后，儿媳坚持生下遗腹子且没有改嫁，

又实现了对弱者的保护。

她还帮着公公处理部分家庭事务，
法院就采取相对

（十二）遗产酌给请求权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宽松的标准认定是否“尽了主要赡养义务”
，这一

遗产酌给请求权人应当享有独立的诉讼主体

做法值得肯定。另外，如果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被
认定为尽了赡养义务，而没有尽到主要赡养义务，

资格。据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21

也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1131 条的规定，认定其

条规定：“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

属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而给

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

予其遗产酌给请求权，以实现良好的社会效果。

的权利受到侵犯时，
本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
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条明确了遗产酌给请

（十一）遗产酌给请求权人的遗产份额

求权人的原告资格。至于具体诉讼中的被告，一般

遗产酌给请求权制度是为了弥补法定继承的

应当是侵害其权利的主体。

不足而设立的制度。依据《民法典》第 1131 条的

（十三）有抚养能力且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

规定：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

尽抚养义务的具体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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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前一类人给予遗产，体现了

《民法典》第 1130 条第 4 款规定，
“有扶养能

死后扶养的要求；对后一类人给予遗产，是为了实

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

现权利义务对等。

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但是，这里所说的
“不尽扶养义务”，要作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据

遗产酌给请求权人可以得到多大的遗产份额，
对此，
《民法典》并没有明确。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

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22 条规定：

解释（一）
》第 20 条规定：
“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

“继承人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愿意尽扶养义务，

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
分给他们

但被继承人因有固定收入和劳动能力，明确表示不

遗产时，按具体情况可以多于或者少于继承人。”

要求其扶养的，分配遗产时，一般不应因此而影响

据此，
法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他们可以获得遗

其继承份额。”这就明确了，
《民法典》中的“不尽

产份额，相对比较灵活。具体来说，可以适当给予

扶养义务”
应当是指继承人主观上不愿意尽扶养义

的遗产份额，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处理：一是对对

务，而不包括因被继承人拒绝而在客观上未尽抚养

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
其应获得遗

义务的情形。

产份额的确定主要考虑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另外，

（十四）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者的遗产份额

也要考虑是否有其他扶养义务人的存在、
死者生前
是否有法定的扶养义务等因素。
二是对继承人以外

《民法典》第 1130 条第 3 款规定，
“与被继承

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其应获得遗产份额的

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确定主要考虑去对被继承人的扶养情况，
既包括物

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本条中所说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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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人共同体生活的继承人”？对此，
《民法典

就没有了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
是否可以主张必留

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23 条规定：
“有扶养能

份？笔者认为，
必留份制度的保护范围也可以考虑

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

适当扩大，以实现其救济弱者的立法目的。

但对需要扶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
分配遗产

另外，如果遗嘱人没有保留必留份，而是处分

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如此解释，就更符合《民

了所有遗产，如何处理？对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

法典》第 1130 条第 3 款的立法目的，也更符合权

法解释（一）》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
“遗嘱人未保

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
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

四、 “遗嘱继承和遗赠”部分的解读

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

（一）遗嘱见证人的认定

处理。
”这就意味着，法院应当先从遗产中留出必
留份，例如，就未成年人而言，一般以城镇居民或

为了保障遗嘱见证人能够客观地进行见证，

农村居民人均每年消费性支出为标准，计算到其年

《民法典》第 1140 条规定，
“与继承人、受遗赠人

满十八周岁为止。在留出必留份以后，
遗产处理时，

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问题是，

通常按照各个遗嘱继承人获得遗产的比例，相应减

哪些人属于“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此，
《民法典

少他们的继承份额。

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24 条规定：
“继承人、
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

（三）处分他人财产的遗嘱无效

也应当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

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处分财产，限于其自身的财

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不过，本条规定并没有穷尽

产。但是，在实践中，遗嘱人也可能处分他人的财

所有的“有利害关系的人”
，而只是对实践中典型

产。例如，遗嘱人误以为，用自己婚后工资购买的

的类型作出了列举，这一列举难免挂一漏万。未来

房屋属于自己单独所有，而加以处分，事实上，这

司法解释如果可以就“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认定作

套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此，《民法典继承编

出一般性规定，就更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

司法解释（一）
》第 26 条明确了，“遗嘱人以遗嘱

（二）必留份制度的适用

处分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认定该部
分遗嘱无效。”例如，在一起案件中，立遗嘱人将

必留份制度是为了保障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

其单位要发放的死者近亲属抚恤金作为遗产予以

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利益而设立的，
具有保障基本

分配，这部分遗嘱就应当归于无效。

生活的性质。
《民法典》第 1141 条对此作出了明确
规定。但是，认定“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

（四）作为自书遗嘱来对待的遗书

有生活来源”的“标准时”是什么时候？对此，
《民

《民法典》规定了七种遗嘱形式，包括：自书

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25 条第 2 款明确

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口头遗嘱、录音遗嘱、

了，
“应当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

录像遗嘱、打印遗嘱。从实践来看，自书遗嘱未必

不过，继承人在遗嘱生效时（通常是被继承人死亡

都被遗嘱人冠以“遗嘱”的名称。针对遗书中包含

时）仍然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但是，在遗嘱生

遗嘱内容的情况，《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效后一段时间失去了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
是否

第 27 条规定：
“自然人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

可以主张必留份？例如，
死者的父母在遗嘱生效时

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本人

为 58 岁，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但再过数年其父母

家事法苑

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以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174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按自书遗嘱对待。
”

继承人或者受益人负责按遗嘱人的意愿履行义务，
接受遗产。
”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上海某禅寺方

（五）遗嘱人的行为能力

丈弘印法师在江苏省昆山市的陆家镇购买了一套

遗嘱能力，
是否适用民事行为能力的一般规则，

近 300 平方米的房屋，专门提供给素食特困老人

在比较法上有不同的做法。我国《民法典》第 1143

居住，让这些老人安度晚年，名为“素宅”。1998

条第 1 款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年时，
法师立下遗嘱，
表示该房产遗赠给其大徒弟，

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这就意味着，遗嘱

但是同时要求，受遗赠人不得改变素宅“用来解决

能力应当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素食特困老人居住”这一用途。2003 年，法师去

在实践中，比较有意义的是，以何时为准来认

世，大徒弟按照遗嘱继承了素宅，
在此后的几年里，

定遗嘱能力？对此，
理论上通说和比较法上通例都

大徒弟未改变素宅性质。但到 2011 年，大徒弟将

认为，应当以立遗嘱时为准。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

素宅中的老人赶出，并将素宅分数间出租了出去。

解释（一）
》也采此种立场，该解释第 28 条规定：

弘印法师的四名子女知道后，将大徒弟告上了法庭，

“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

要求取消大徒弟对该套房屋的受遗赠权，
并由该四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

名子女共同继承。如果适用本条规定，死者的四名

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仍

子女就可以接受遗产，同时按照法师的意愿履行义

属无效遗嘱。
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务。

力，
后来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另外，在本条适用中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

能力人的，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例如，遗嘱人在

附义务的遗赠不同于遗赠扶养协议。
前者是单方法

立遗嘱时仍然精神健康、智力正常，但后来患了老

律行为，而后者是双方法律行为；附义务的遗赠中

年痴呆，这并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义务的履行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以后，
而遗赠扶养协

从实践来看，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因为被继承

议中扶养义务的履行是在被继承人生前。
如果被继

人曾患有精神疾病等原因，
就被继承人立遗嘱时是

承人与他人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协议，则不应适用

否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往往存在争议。如

本解释第 29 条的规定。二是附义务的遗嘱继承不

果可以进行司法鉴定，则法院比较容易认定；如果

同于后位继承。我国《民法典》上没有规定后位继

无法进行司法鉴定，则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历资料、

承。本条规定不宜认为包含了后位继承。例如，在

居委会或村委会的证明、
邻居或同事等的证人证言

一起案件中，遗嘱人立遗嘱指明，其遗产归妻子继

等综合认定被继承人立遗嘱时是否有完全民事行

承，妻子死亡后转归其女儿继承，这就是属于后位

为能力。

继承，而不属于附义务的遗嘱继承。

（六）附负担的遗嘱继承或遗赠

五、 “遗产的处理”部分的解读

附负担的遗嘱继承或遗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继承人无法被通知时的案件处理

如果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不履行所附的义务，该

在有些案件中，知道有继承人的存在，但是，

如何处理？对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因为各种原因无法通知这个继承人。
针对此种情况，

第 29 条规定：
“附义务的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如义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 30 条规定：
“人

务能够履行，而继承人、受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

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
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

行，经受益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

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

取消其接受附义务部分遗产的权利，
由提出请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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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
”例如，在

（三）放弃继承权行为无效的认定

一起案件中，钟某在很远的地方打工，而且工作经

继承人可以放弃其继承权，这是“财产权原则

常变动，住址和联系电话也随时变化，家人联系不

上可以放弃”原则的体现，
《民法典》第 1124 条对

上他。在其母亲去世后，钟某的两个妹妹发生继承

此也予以认可。但是，在例外情况下，如果继承人

纠纷。后来，法院就保留了钟某应继承的遗产，并

放弃继承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则不应允许。对

确定了该遗产的保管人为钟某的小妹妹李某。
《民

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32 条规定：

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30 条的规定有利于

“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
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

充分保障该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不过，对于保管人

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此处所说的
“法定义务”，

或保管单位的权利义务并没有详细规定。
考虑到这

通常是指依据法律规定负有的义务（如赡养义务）。

里的遗产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类似于失踪人的财

例如，继承人原本生活困难，放弃继承，导致其无

产代管人，笔者认为，可以类推适用失踪人财产代

法履行对妻子的扶养义务，就属于此种情形。在实

管人的法律规则。

践中，因为被执行人放弃继承，导致无法履行其对

（二）胎儿遗产份额的处理

他人负担的债务，法院往往也认定，放弃继承无效。
不过，在理论上，也有学者认为，如果继承人因放

依据《民法典》第 1155 条前句的规定，
“遗产

弃继承权而不能履行其约定的义务，
如清偿欠款的

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
”如果遗产分

义务，则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538 条的规定，适

割时，当事人没有遵守这一规定，未保留胎儿的遗

用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则。
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放弃

产份额，
则应当依据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一）》

继承无效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何合理界分，
值得进一

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进行处理，即“应当为胎儿

步探讨。

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
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
遗产中扣回。
”

（四）放弃继承的相对人

如果继承中为胎儿保留了遗产份额，
而胎儿娩

考虑到放弃继承的重要性，为了保存证据，也

出时是死体或者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依据《民法典

为了提醒当事人谨慎为之，
《民法典》第 1124 条明

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31 条第 2 款的规定，应

确继承人放弃继承（即继承权的抛弃），应当采取

当区别情况处理：一是“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

书面形式。例如，在一起案件中，那女士的父亲去

其继承人继承”
。此时虽然胎儿存活时间不长，但

世后，其母亲通过微信和短信的方式表示，放弃对

是，他仍然是民事主体，在其死亡后应当由其继承

丈夫遗产的继承。后来母女俩关系恶化，母亲又反

人继承，而胎儿的继承人往往都是其父母。例如，

悔了。如果该案适用《民法典》
，此种通过微信和

在浙江诸暨曾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孕妇方某被汽车

短信的方式放弃继承，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撞伤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并剖腹产出一个足月的男

放弃继承属于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继承人应

婴，但由于受伤严重，该男婴在抢救 4 小时后不幸

当向何人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对此，《民法典》

身亡。如果该男婴在继承中被保留了遗产份额，则

并没有规定。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 33

其份额就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即父母）继承。二

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遗产

是“如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

管理人或者其他继承人表示。”这就明确了放弃继

继承”
。因为胎儿娩出时是死胎的，依据《民法典》

承时的相对人。根据本条规定，继承人无论是向遗

第 16 条的规定，则其自始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也

产管理人表示还是向其他继承人表示，都可以产生

就无法继承遗产。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176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放弃继承的效力。例如，继承人之一到公证处办理

害社会公共利益。

了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的公证，但是，只有该继承人

（七）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处理

将该放弃继承权声明书交给遗产管理人或其他继

已如前述，
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有相对人的

承人时，才产生放弃继承的效力。

意思表示，
继承人向遗产管理人或其他继承人作出

（五）
在诉讼中以口头放弃继承权的程序要求

意思表示后，该意思表示生效。但是，继承人事后

在实践中，
继承人也可能在诉讼过程中表示自

反悔，该如何处理？例如，在一起案件中，顾某与

己放弃继承。为了满足《民法典》第 1124 条中“书

王某夫妇共同拥有房产共四间，顾某去世后，妻子

面形式”的要求，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王某与四个女儿以公证方式放弃对顾某遗产的继

第 34 条明确了，
“在诉讼中，继承人向人民法院以

承，顾某遗产由其两个儿子继承，并办理了继承权

口头方式表示放弃继承的，要制作笔录，由放弃继

公证书和放弃继承权声明书。王某去世后，顾某与

承的人签名。
”这一要求对于保存证据具有重要意

王某的女儿们对放弃继承顾某遗产反悔，
要求重新

义。

分割顾某的遗产，顾某的两个儿子不同意，其女儿
遂将儿子诉至法院。
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六）放弃继承权的时间要求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第 36 条规定：
“遗

《民法典》第 1124 条明确了，放弃继承的意

产处理前或者在诉讼进行中，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

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理前做出。不过，

悔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具体理由，决定是

有时继承人会在遗产分割后做出所谓“放弃继承”

否承认。遗产处理后，继承人对放弃继承反悔的，

的表示。对此，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不予承认。
”本条中所说“人民法院根据其提出的

35 条规定：
“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

具体理由，决定是否承认”
，应当理解为，除非有

而是所有权。
”严格说来，遗产分割后，继承人放

欺诈、胁迫、欠缺行为能力等情形，否则法院不予

弃的不仅仅包括所有权，还包括债权、股权等其他

承认继承人的反悔。
不过，
本条规定“遗产处理后”

财产权利。所以，本条规定略显不严谨。

继承人反悔一概不予承认，
这一做法是否妥当值得

从实践来看，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是，当事人在

探讨。如果继承人是因为受到欺诈、胁迫而作出放

继承开始之前放弃继承，往往还签订了合同，这些

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或者继承人没有完全民事行为

合同是否有效？例如，在老年人再婚的情况，在子

能力，在遗产处理后就不保护继承人，显然是不妥

女们的要求下，
两个老年人可能会签订一份双方都

当的。笔者倾向于认为，因为放弃继承是一种意思

放弃对于对方遗产继承权的协议。在比较法上，是

表示，所以，有关的纠纷适用《民法典》总则编法

否允许在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存在不同的做法。

律行为制度的一般规则。

我国《民法典》对此也没有规定，法院的裁判立场

（八）放弃继承效力发生的时间

也不统一。有的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属
于附生效条件的意思表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继

继承人放弃继承，自何时发生效力？对此，
《民

承人事后不得反悔；有的法院认为，继承开始前放

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37 条明确规定：
“放

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继承人可以反悔；还有的法院

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
”本条明

认为，继承开始前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无效的。

确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溯及至被继承人死亡时

笔者倾向于认为，
应当允许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放

发生效力，
这与我国采当然继承主义保持了内在一

弃继承权，毕竟这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而且不损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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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受遗赠人在遗产分割前死亡的法律后果

法解释（一）》第 40 条区分导致协议解除的不同原
因而分别作出规定：一是因扶养人“无正当理由不

在继承开始后，
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但是，

履行，导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在遗产分割前其死亡的，如何处理？对此，
《民法

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例如，遗赠人

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38 条规定：
“继承开

突然患重病，扶养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再照顾遗赠

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遗赠，并于遗产分割前死

人。因此导致协议解除的，扶养人已经支付的费用

亡的，其接受遗赠的权利转移给他的继承人。
”例

和付出的劳动，不得要求补偿。二是因“遗赠人无

如，在一起案件中，彭某与楼某是非婚同居者，后

正当理由不履行，导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当偿还继

来彭某在其病重期间自书遗嘱一份，载明，其死后

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已支付的供养费用。
”

自己的房屋一套归楼某。
彭某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

不过，
考虑到遗赠扶养协议在本质上属于双务

死亡，楼某明确表示接受遗赠，但随后楼某于 2018

合同，
司法解释最好明确其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解除，

年 11 月 25 日意外死亡。如果适用本司法解释，本

以及解除的后果，而且，从法秩序统一性考虑，最

案中楼某受遗赠的权利应当转移给她唯一的继承

好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则。本司法解释的规

人（即其女儿）
。

定似乎与合同制度的一般原理不完全吻合。

（十）烈属和享受社会救济的自然人的遗产继承

（十二）针对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财产的遗

在我国农村地区，有一些“五保户”
，其往往

产酌给请求权

由村集体供给生活费。在其死亡后，是否可以由其

依据《民法典》第 1160 条的规定，
“无人继承

法定继承人继承其遗产？在实践中，
存在一定争议。

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

为了更好地贯彻继承权保护的宪法精神，
《民法典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
归所在集体所

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39 条规定：
“由国家或

有制组织所有。
”但是，针对这些遗产，也可能存

者集体组织供给生活费用的烈属和享受社会救济

在遗产酌给请求权人。针对此种情况，《民法典继

的自然人，其遗产仍应准许合法继承人继承。
”

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41 条明确了，“遗产因无

事实上，针对农村五保对象的遗产处理问题，

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

1994 年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第 19 条曾规

所有时，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可以

定：
“五保对象死亡后，其遗产归所在的农村集体

分给适当遗产的人提出取得遗产的诉讼请求，
人民

经济组织所有；
有五保供养协议的，
按照协议处理。”

法院应当视情况适当分给遗产。
”例如，在 2019 年

但是，2006 年新制定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的一起案件中，深圳罗湖区村民蔡某，名下拥有一

没有类似规定，同时，1994 年的《农村五保供养工

套回迁房。蔡某去世后，其侄女向法院提起诉讼，

作条例》
已经废止。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一）
》

要求分配该房产。考虑到蔡某的侄女对蔡某生前尽

第 39 条与现行有效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了扶助义务，并为他办理丧葬事宜，深圳市中院审

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

理判定，蔡某的侄女获得回迁房 30%的房产份额，

（十一）遗赠扶养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

剩余 70%的房产份额无主，归国家所有。本案处理
的结果，与本条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结合本解释

自然人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签订

第 20 条的规定，本条所规定的“适当”，按具体情

了遗赠扶养协议之后，
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解除协议。

况可以多于或者少于继承人。例如，死者生前扶养

为了明确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
《民法典继承编司

的人，其所获得的遗产，应当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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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宜。

额。本条规定符合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其价值
取向值得肯定。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继承人王

（十三）遗产的具体分割

某有两个孩子，即王甲和王乙。王某死亡后，被告

《民法典》第 1156 条就遗产分割确立了“有

王乙在原告王甲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支取死者的

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原则。但是，这一原则的

存款 20 多万元，且在诉讼过程中，未予释明，企

贯彻，则需要具体化的规则。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

图非法占有原告应得的遗产份额。最终，法院认为，

解释（一）
》第 42 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分割遗产

被告构成故意争抢遗产，酌情少分遗产。死者遗产

中的房屋、生产资料和特定职业所需要的财产时，

26 万元，由原告王甲继承 14 万元，被告王乙继承

应当依据有利于发挥其使用效益和继承人的实际

12 万元。不过，笔者认为，法官在适用本条规定

需要，兼顾各继承人的利益进行处理。
”这就进一

时，应当充分考虑继承人的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

步明确了，尤其是针对房屋、生产资料和特定职业

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谨慎地确定应当减少的遗产

所需要的财产，
要尽可能考虑物尽其用原则和继承

份额。

人的实际需要。例如，在一起房屋继承案件中，死

（十五）继承诉讼中共同原告的追加

者刘某有四个儿子，次子刘乙与父亲共同生活，照
顾父亲较多，而且刘乙没有自己的住房。最终法院

在继承诉讼中，为了查清事实，更好地处理纠

判决，刘某遗留的房屋归其刘乙所有，同时刘乙补

纷，往往需要追加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参加诉讼。
《民

偿刘某的其他三个儿子（即刘甲、刘丙和刘丁）各

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44 条规定：
“继承

一百万元。这就主要考虑了该继承人的实际需要。

诉讼开始后，如继承人、受遗赠人中有既不愿参加
诉讼，又不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应当追加为共同

（十四）隐匿、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法律后果

原告；继承人已书面表示放弃继承、受遗赠人在知

《民法典》第 1130 条就遗产不均分的情形作

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表示放弃受遗赠或者到期没

出了列举性规定。但是，在实践中，也可能存在继

有表示的，不再列为当事人。”本条规定实际上暗

承人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情形，是否可以

含了，
其认为，继承诉讼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因此，

少分给其遗产，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对此，
《民法

法院可以依职权追加共同原告，
当事人也可以向人

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
》第 43 条规定：
“人民法

民法院申请追加。这一做法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更

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者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

好地保护潜在的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妥善解决继承

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
”因为《民法典》就丧

纠纷都具有积极意义。

失继承权的法定事由作出了列举性规定，所以，继
责任编辑：谭小凡

承人实施这些行为并不导致其丧失继承权，但是，

图片编辑：金今、张凌波、林嘉悦

考虑到这些行为的违法性，
应当酌情减少其继承份

赵银仁 陈冉昕：论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
2021-02-05 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 赵银仁 陈冉昕
https://mp.weixin.qq.com/s/qQeYtZxbE_0cGiL_X2Zzhw

赵银仁

河海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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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民法典延续了民法总则关于监护

实践运用中的复杂性，故很难给“最佳利益”下一

的相关规定，
确立了在指定监护人以及监护人履行

个精确的定义。然而，虽然其概念比较模糊抽象，

监护职责时，应当遵循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

但其基本内涵比较明晰，
即由于被监护人不具备完

最佳利益原则极为抽象，
在我国立法中并未明确其

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监护人在为被监护人做决

内涵和判断要素。英、德、美三国在立法中比我国

定或为某种行为时，应该权衡利弊，尽量做出对其

更早确立了最佳利益原则，
并对该原则提出了应以

最有利的决定和行为，所做决定和行为要将被监护

被监护人为中心的主观解释方法以及一些具体的

人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将该原则明确规定在

判断要素，对我国具有启示性。未来，通过具体案

法律中的目的就是让监护人在最为严格、
明确的立

例的积累，
进而以司法解释和立法的方式明确最佳

法规定之下，尽到其身为监护人的应尽之责，以达

利益原则，
是我国对最佳利益原则具体化的有效路

到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目的。

径。

最佳利益原则用于指导监护人从可能的方案
关键词：民法典

监护制度

中选择最可接受的、最具合理性的方案。在此情形

最佳利益原则

下，它不要求当事人按照表面上对被监护人最好的

民法总则

方式进行判断，而忽略了所有其他因素的考量，也
引言

不期望总是假设存在一个塑造职责或指导行动的
最佳解决方案。相反，最佳利益原则要求当事人将

我国民法总则在第 2 章自然人部分对监护人

注意力集中在被监护人的身上，
在诸多选择中做出

做出了一些新规定，
其中关于指定监护人以及监护

明智的选择，同时兼顾生活中的种种交织在一起的

人履行监护职责时，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因素。因此，该原则实际上告诉我们，在不忽视他

的原则”
（以下简称“最佳利益原则”
）的规定顺应

人的权利、需求和利益的情况下，努力选择明智理

了时代的潮流，具有科学性。民法典基本延续了前

性的善良人会选择的，对被监护人的净利益予以最

述民法总则关于被监护人最佳利益原则的规定。被

大限度地维护，
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其利益的损害

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亦为世界诸多先进国家的

之选项。实践中关于被监护人最佳利益的决定往往

立法所确立，
并成为关于监护制度的一项被普遍认

由许多因素组成，而且高度个性化，故须进行个案

可的重要准则。但“最佳利益”比较抽象，何为“被

分析。

监护人的最佳利益”
？其内涵是什么？监护人履行
监护职责时，
是否遵循了最佳利益原则？在选任或

最佳利益原则是一种伞形规则，
它可以适用于

指定监护人时，
相关职能部门如何遵循被监护人的

多种情形。比较以下两个案例，可以了解被监护人

最佳利益原则等问题，
是涉及监护时无法回避的问

的最佳利益原则的适用情形。

题。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并非立法明确规

案例一

定的概念。民法典虽然提出了“尊重被监护人的真

五岁的 Karl 遭遇车祸，医生认为输血可以拯

实意愿”规定，但对于实务操作来说，该规定仍然

救他的生命，但他的父亲，是一位（基督教）耶和

显得过于抽象。本文以此为问题点，拟对被监护人

华见证人，基于宗教信仰原因，反对医生的建议。

的最佳利益原则做一些分析和判断。

于是医生寻求法院的帮助。法院认为 Karl 因为其

一、最佳利益原则的内涵

父亲的监护决定而陷于危困之中，出于 Karl 的最
佳利益，应该为其输血治疗。

“最佳利益”这一概念比较抽象，加之在司法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180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案例二

人资格的人与被监护人的生活情感联系、
有无利害

Margaret 的父母在离婚时卷入监护权之争。

冲突，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品行、身体状况、经济

Margaret 目前与其母亲一起生活，但其母亲吸烟

条件以及能够为被监护人提供的教育水平或者生

致其哮喘发作。故法院认为让 Margaret 与其父亲

活照料措施等，综合进行判断，并尊重被监护人的

一起生活符合 Margaret 的最佳利益。

真实意愿，
选择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健康成长或者健

在这两个案例中，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均为法

康恢复、最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担任监

院的裁判依据，但对于该原则的运用情形却不同。

护人。第 35 条第 1 款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

案例一中，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用于判断的前

原则。根据其规定，对未成年人和成年被监护人的

提。正因为医生认为 Karl 的父亲的监护决定不符

监护，均要遵循该原则。相较于民法通则，民法总

合 Karl 的最佳利益，故请求法院的介入，相当于

则明确规定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也属于监护人

我国立法中，关于监护权中最佳利益原则地适用。

的监护职责的范围内，但应当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而案例二是一场父母之间的监护权纠纷，
在这场纠

利益的前提下实施。
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其

纷中，
孩子的监护权的归属以为孩子寻求最佳选择

财产，也要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明确了

为指导，
相当于我国立法中关于制定监护人时适用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
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

最佳利益原则的情形。在争议的父母双方中，法官

益的范围的保护。例如，在将被监护人自住以外的

试图评估孩子的最大利益，
但这并不意味着最好的

房产出租时，选择合适的承租人，以市场价确定租

父母，因为他们都不是理想的父母。相反，这是一

金，并且租金收益归被监护人所有，监护人不得据

个基于可用选项的实际决策。
当把最佳利益标准用

为己有。

作合理性标准时，它可能不那么理想，但它往往比

第二，关于监护事务的履行，在第 35 条第 1

勉强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要好。对于患有哮喘的

款明确规定了最佳利益原则。对于具体的监护行为，

Margaret 来说，其最佳利益就是和无吸烟习惯的

民法总则要求尊重被监护人的自我意愿。
在我国的

监护人一起生活。因此，法官认为其和父亲一起生

其他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

活会更好。

第 14 条就要求，在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情况允
许的范围内须听取其自身的意见；残疾人保障法第

二、最佳利益原则的立法现状与司法探索

9 条第 2 款亦有尊重残疾人的自我意愿的相关表

（一）最佳利益原则的立法现状及问题点

述。
民法典在第 31 条和第 36 条规定了指定监护

民法总则对于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从两

人应按照被监护人最佳利益原则，在第 35 条规定

个方面做出了相应规定。
民法典中基本延用了民法

了监护事务的履行应遵循被监护人最佳利益原则。

总则的相关规定。

此外，草案在第 1044 条关于收养的规定中，也确

第一，关于指定监护人，应遵循被监护人最佳

立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利益原则。关于指定监护，在民法总则第 31 条第

以及第 1084 条确立了离婚后，
“按照最有利于未

2 款和第 36 条规定应遵循被监护人最佳利益原则。

成年子女的原则”认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

指定监护人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

从以上民法总则、民法典，并且结合其他部门

是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

法的规定来看，
我国较全面的确立了被监护人最佳

法院指定监护人并不需要遵照民法总则第 27 条第

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但是并没有明确确立最佳利

2 款、第 28 条规定的顺序，而应当结合具有监护

益的判断要素和标准。因此，给司法实践中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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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留有一定的空间，也给法解释留有余地。

年因病离世。同年，罗某的父母诉至法院，要求成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
既是一个微观性的原

为该对龙凤胎的监护人。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则，
也是一个宏观性的原则。
一方面，
微观层面上，

法院认为：
（1）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成员国

在处理一切涉及监护事务的过程中，
均应该遵守本

之一，该公约第 3 条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亦

原则，包括与监护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与此同

为我国法律体系内容，为我国所遵循。在确定儿童

时，宏观层面上，对于最佳利益的理解会受到时代

监护权的归属时，应追求保护儿童被监护人的最佳

变化、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在实际

利益；
（2）对比争议双方的年龄及监护能力，陈某

生活中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为青壮年，无论经济能力还是身体精力，均能够抚

立法要求监护人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作

养照顾好两名孩子。
而另一方，两位老人年岁已高，

为履行监护职责的评判标准。然而具体实践中，监

恐难以有足够的体力精力来抚养照顾两名年幼的

护人履行监护责任的各种具体情况难以仅凭一个

孩子；
（3）从生活环境的稳定性、与孩子的亲密程

原则来判断，
具体规定的缺乏会导致原则不具有可

度及孩子的情感需求考虑，
这对双胞胎自出生后一

操作性和适用性，
最后所造成的损害将由被监护人

直随陈某生活，
已形成了深厚的情感并适应了环境，

来承担。
被监护人最佳利益原则就是要把被监护人

而罗某、谢某并未与孩子共同生活过，生活状态以

所可能会遭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
在立法中予以明

及周遭环境的变换给该双胞胎可能带来的影响无

确，就是要让监护人在最为严格、明确的立法规定

法预测。更何况，母亲在幼儿的成长历程中具有独

之下，尽到作为监护人的应尽之责。若对监护责任

特地位；
（4）认定陈某为两名孩子的基于抚养关系

只有如此宽泛的原则规定，
那就会弱化监护人最应

的继母，维护了正常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内部结构，

当担负和敬畏的法律责任。尽管严格来说，不可能

不因其是代孕所生而有异于常人，利于两名幼儿人

存在一套标准能够在整个监护领域普遍适用，
法律

格的形成。

也无法将实务中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全部列出，给

该案体现了目前国内司法对被监护人最佳利

予规定。无论多么详尽的条文规定，都不能限制法

益的一定的判断标准，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一个

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
并就个案做出

缩影。该案虽然被监护人系代孕出生，并与母亲没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的解释。
但终究还是需要一个

有血缘关系，但最终审理结果仍将监护人确定为其

相对清晰明确并能够共同遵循的操作规范来提供

母亲而非其祖父母，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参考。

与其母亲生活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健康成长。这就是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司法探索

本案中，在民法总则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人民法

关于最佳利益原则的司法判例，
在实务中公开

院基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关于“最佳利益”的

的较少。但是，2016 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规定，明确了判决的标准。随后，法院从监护人的

审结的一起代孕子女监护权归属纠纷案中，
对被监

监护能力、
与孩子亲密程度、被监护人的情感需求、

护人的最佳利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并给此类案件

生活环境稳定性、家庭结构关系完整性等方面对比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标准。

分析了争议双方监护的优劣。即就本案而言，法院

该案中，妻子陈某因为无法自然受孕，夫妇二

所考虑的因素有：
（1）争议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包

人通过购买他人卵子，由丈夫罗某提供精子，运用

括，年龄、精力、经济状况）；（2）生活环境稳定

体外受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生育一对龙凤胎。夫

性；（3）与孩子亲密程度；
（4）孩子的情感需求；

妻二人和龙凤胎共同生活 3 年后，
丈夫罗某于 2014

（5）家庭结构关系完整性。可以看出，法院对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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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从物质方面和情感方面来进行判断的，
即各方争

监护人做出替代决策时应当考虑的确定性因素
（第

议监护人能给被监护人提供的物质条件及与被监

4 条）
。意思能力法的实施规程设定了一个最佳利

护人之间的情感关联。在权衡及抉择时，不仅仅将

益判断的列表，
罗列了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被监护人视为需要保护的对象，从监护人的年龄、

（1）被监护人是否可能重新获得意思能力以及何

经济条件、监护能力等外在条件上进行衡量，还把

时获得；
（2）
若被监护人有条件有一定的意思能力，

其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
从被监护人的立场考虑其

鼓励或者允许被监护人参与到决策中去；
（3）涉及

心理、情感之需求，以及生活环境、家庭结构关系

患者选择治疗方案时，所需要特殊考虑因素；
（4）

对其之影响。整体的判断是基于积极的角度，即比

当事人的意愿、价值观及信仰；
（5）咨询相关人士

较争议双方就这些要素所能的情况，
谁能在这些要

的意见；（6）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

素中得到更高的评分。笔者认为，评价标准应该有

另外，
意思能力法在第 4 条规定了最佳利益的

正有负，除了正面地考虑积极因素之外，消极因素

判断原则：
（1）代为决定者应除去对本人主观上的

也应该加以考量。例如，各争议监护人的是否有影

偏见，
亦即不可因本人的年龄或外表、
状况或行为，

响监护人品行的不良行为等不利因素也应该作为

作出不公平的判断；
（2）凡本人所作之决定，必须

减分项一并考量。

考量本人在具有意思能力时会如何做决定，以及当
问题发生时，本人会如何面对与处理该问题；
（3）

三、国外关于最佳利益原则的规定

只要合理可行，
监护人在做任何影响本人的决定时，

最佳利益原则最早出现于 2005 年的英国意思

应该允许并鼓励本人参与该决定或改善本人做决

能力法第 5 条，该法将最佳利益原则作为帝王条

定的能力过程；
（4）确认本人过去及现在的真实意

款，
要求监护人做决定时必须以该原则作为指导基

思，特别是当本人具有意思能力时，是否曾以书面

础。
最佳利益原则，
既可以规范监护人的监护行为，

为相关指示，如本人曾以书面表示其真实意思，则

防止其损害被监护人的权益或怠于履行监护职责；

此文件应视为监护人代为决定之判断标准；
（5）必

又可让监护人为被监护人把关，
避免被监护人做出

须考量本人信仰、价值如何影响本人的决定，以及

不利于自身的决定。因此，关于被监护人的最佳利

本人具有意思能力时，本人自己可能考量之因素，

益原则的立法在诸多国家被先后确立。
以下以英德

在适当可行的情况下，应咨询本人之家人、照护者

美三个代表性国家的立法为例，
为被监护人的最佳

或监护人的意见及观点。

利益原则的判断提供参考。

如上所述，
意思能力法对于何为被监护人的最
佳利益，以及最佳利益的判断要素做出了一些规定。

（一）英国意思能力法

具体而言，
为被监护人所做出的替代决策必须是经
英国 2005 年意思能力法以成年照顾为焦点，

过多方面考量的最佳选择，
在充分考虑各项要素的

将最佳利益原则规定在第 1 条第 5 款，并将其作

情况下，监护人必须考虑是否有必要介入其中或者

为监护人为无意思能力的被监护人履行监护事务

做出如此决定。同样，监护人限制或禁止被监护人

的原则。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立法着重于监护人的选

为一定的行为必须符合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

定，
英国的意思能力法花了大量篇幅来规定监护人

意思能力法中的各因素以被监护人为立足点，
要求

在执行监护事务中所须考虑的各项因素，
提供了一

监护人在为被监护人做出决定时，应考虑如果是被

个在做监护决定过程中要使被监护人即无意思能

监护人自己的话，其会如何做决定。即该法案充分

力人利益最佳化的要素清单。
在明确何为被监护人

考虑的是被监护人的自身意愿，
希望尽可能地实现

的“最佳利益”时，意思能力法详细地规定了为被

被监护人的自主决定权，若实在不能实现，就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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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之前的行为、信念、价值观，尽可能地靠近其丧

的治疗愿望或可推知的意思。这种意思的查明必须

失行为能力前的可能做法。总体而言，意思能力法

是有证据予以支撑而可推导出来的。
必须特别考虑

较为明确地列举了成年监护制度中被监护人的最

被监护人先前的口头或书面表达、宗教信仰、道德

佳利益的适用判断问题，
不失为我国监护制度中的

观念及其他个人价值观念。
”关于监护人如何在具

重要参考标准。

体监护事务中履行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
德国
民法典并没有列明具体的参考因素，
但较为详细地

（二）德国民法典

规定了各项具体监护事务。例如，对赠与事项、金

德国民法并未如同英国的意思能力法，就“最

钱投资事项、对债权和有价证券的处分事项、无记

佳利益”直接规定其判断原则，故德国民法虽多次

名证券的提存事项、冻结、提存等诸多具体事项都

于法律条文中提及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
但仍然比

有专门的相关规定。

较抽象。唯一比较明确的是在德国民法第 1901 条

（三）美国

第 2 款规定了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之含义：
“监护
人处理监护事务必须符合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被

2007 年美国统一成年人监护和保护诉讼管辖

监护人的最佳利益也包括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

权法规定，监护人在做出决定时，应在其所知范围

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法计划其生活的可能性。
”

内考虑被监护人所表达的意愿和个人价值观。
监护

出于保护被监护人最佳利益的考虑，
德国民法

人在任何时候都应以最佳利益为行事准则，并采取

典对于监护人的选任，
没有为法院规定任何具体的

合理的谨慎、勤勉和谨慎心理。总结起来，关于最

顺位，
只是规定在选取监护人时应该予以考虑的因

佳利益的规定，该法确立了如下规则：被监护人的

素和条件。对于未成年监护，其规定：
“家庭法院

教育、护理、健康和生活状况是监护人在做出监护

选择监护人时应考虑其自然情况、
财务状况和其他

事务决定时应该考虑的方面；监护人应当想方设法

情况。当监护权发生争议时，必须考虑父母可推知

地维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
因为其代表的

的意思、被监护人的个人意愿及宗教派别、争议监

是被监护人，是为被监护人行事；若是被监护人能

护人与被监护人的亲缘关系。在挑选监护人时，家

够有一定的意思能力，应将其纳入到监护人的决策

事法院应听取被监护人的血亲或姻亲的意见。
”而

过程中来，
决定时应考虑被监护人的愿望和个人价

在成年监护人(照管人)的选任上，
只对法院选任作

值观。换言之，监护人应该尽其所能地维护被监护

了简单的规定，即“该自然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

人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照料和努力，做出慎重的选

能在所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处理被监护人的相关事

择，同时考虑监护人的价值观和欲求，以确定被监

务，并能在必要的范围内亲自照管被监护人。
”但

护人的最佳利益。

同时又规定，
“成年人并未对监护人选表明意见的，

1.成年监护

在挑选监护人时，
必须考虑与被监护人有亲缘关系

在成年监护方面，美国不少州的监护法在监护

或其他联系的人，特别是与父母、子女、配偶和同
性生活伴侣的联系，以及有无发生利益冲突的危

职责的范围内明确提到“最佳利益”原则。然而，

险。
”

这些法例并没有就什么“最佳利益”？判断最佳利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中的患者处分问

益时，
应考量什么要素？监护人只是受命为被监护

题，
德国民法典规定：
“在患者处分与其生命状况、

人的最大利益行事或行使权力。
监护人几乎没有成

治疗状况相适应的前提下，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思。

文法或判例法来指导他们如何为无行为能力的人

若患者未表明其意思的，
监护人必须查明被监护人

做出决定，14 个司法管辖区采用了替代判决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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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利益标准的组合，
但大多数地区未能为监护人阐

影响法院对未成年被监护人最佳利益的判断，
成为

明这些标准的适用方式。
由于替代决定与最佳利益

法院在做出的监护权判决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

原则的判断基本一致，
以下将美国替代决定中的考

素之一。

虑因素作为最佳利益原则的参考因素。

美国法同样尊重被监护人的自我意愿，将其作

监护人代表被监护人做出的决定，
应当按照下

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要求监护人权衡做出该决定的

列决策标准执行：
（1）如果被监护人有能力的情况

好处和需要、可能的风险和其他后果的行动、任何

下，其会怎么做。判断的依据包含，被监护人的宗

可用的选择及其风险、后果和福利。另，将被监护

教、道德信仰和哲学、伦理价值观。
（2）在可能的

人的不良行为列为重要参考因素之一，从消极方面

情况下，
监护人应根据被监护人先前表达的偏好来

限制了被监护人的担任。这样，就能从积极和消极

确定被监护人将如何做出决定。
（3）如被监护人的

两方面为被监护人选择最符合被监护人利益的监

意愿不明，经合理努力仍不明的，则根据最佳利益

护者。

原则行事。
（4）在确定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时，监

（四）小结

护人应当权衡做出该决定的好处和需要，
可能的风

由于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极为抽象，
各国

险和其他后果的行动，和任何可能的选择的风险，
后果和福利，并考虑其他信息，包括家人和朋友及

无不通过立法或司法实务试图具体化此概念，
使得

相关专业人士的意见。

监护人及法院在处理监护事宜时，有判断标准可以
遵循。

2.未成年监护

参考英国、德国、美国的立法例，在被监护人

在未成年监护方面，美国 1973 年的统一结婚

的最佳利益这一核心理念下，相关应斟酌的事项有

离婚法设立了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判定子女最佳

其共通之处，对我国最佳利益原则的判断也具有指

利益的准则。尤其是第 402 条条款，明确规定子女

导意义：
（1）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并参考其

最佳利益原则为子女监护权归属原则，
而且具体规

意愿。
在未成年监护人选定中须参考未成年人自己

定了法庭所需考虑的相关事实：
（1）父母是否愿意

的意愿，在成年监护中更要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担任监护人角色，毕竟父母是子女天然的监护人；

成年监护人只是被监护人的辅佐人，
在其能决定的

（2）儿童对其监护人有无想法意愿；
（3）儿童与

范围内，由其自己决定；在其不能决定的范围内，

其近亲属等对其利益有影响的人相互之间的关系；

推测其意愿。
（2）兼顾考虑被监护人的心理情感因

（4）儿童是否适应于周遭的环境；
（5）所有有关

素。考虑心理情感方面能够更好地全方位地保护被

监护权关系者的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状况；
（6）涉及

监护人的利益，是较高标准的要求。美国的法律规

宗教种族等特殊问题的，
亦需考虑相关宗教种族问

定不仅考虑到被监护人对监护人心理的依赖，
还考

题等等。另，统一结婚离婚法还允许法官与该儿童

虑到其周围环境的社会心理因素。
（3）斟酌监护人

面谈，以确定他对监护权和探视权的意愿，并在必

与被监护人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德国法甚至于辅

要时就该决定征求专业人员的意见。
该法还授权在

助人未提议辅助人选时，
斟酌被监护人与其亲属关

有争议的监护权案件中，或在无争议案件中，根据

系及亲密关系如父母、子女、配偶或同性伴侣间等

要求，对儿童的监护权安排进行全面调查和报告。

辅助人选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
（4）进行监护人消

最后，法院可以指派一名律师代表儿童在赡养、监

极资格限制。不同的是，英德是就监护人的身份进

护和探视方面的利益。

行限制，而美国则是对监护人的行为品行进行限制。

并且，在美国某些州，父母的不良行为也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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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佳利益”的判断

非不可兼容、相互排斥亦或是最佳利益为归属于替
代决策的决策模型，而是，可以将“替代决策”融

最佳利益原则要求监护人尽最大努力，
选择最

入“最佳利益”之中，成为“最佳利益”判断的方

明智、最理性的善良人士会做出的行为，能够实现

法。通过主观考虑的客观解释方法来判断出什么是

被监护人净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
。

对被监护人的净损害的选项。因此，首先，必须明

这种将“最佳利益”的主观解释纳入最佳利益

确，该“最佳利益”的认定应该以监护人的认定为

评估的客观框架中的方式，聚焦于“证据”，要求

中心还是应该以被监护人的认定为中心，
即最佳利

监护事务决定的做出须以充足的“证据”为前提，

益的解释方法问题；其次，在明确其解释方法的基

是一种注重“证据”来进行监护事务决策的方式。

础上，必须明确其判断的要素。

在考虑到被监护人的主观愿望时，将其主观愿望纳

（一）最佳利益的解释方法

入评价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的客观体系中，这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决策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因素的矛

对于“最佳利益”的解释，涉及客观解释和主

盾，使得在主观与客观的平衡中得出对被监护人的

观解释两种解释方法。
客观解释指根据各因素客观

最佳利益的判断。

地评选出最佳的结果，并不考虑替代决策的对象

综上，笔者认为，“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

（被监护人）
，而是强调经过缜密评估后的最后的

应该属于广泛地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属于被监护

结果，实际上是监护人以自我为中心做出的判断，

人的最佳利益的考虑因素之一，
应将其纳入评价被

这种结果即是为被监护人带来的最佳的利益。
与此

监护人的最佳利益的客观体系中，以更全面地实现

相反，主观解释则是以被监护人为中心，站在被监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兼顾两者，
实现双方的平衡，

护人的立场来做出替代决策，
使得一切向最佳的方

既基于他人对被监护人最佳利益的判断，
又尊重被

向发展。可以看出，若是采取主观解释方法，具有

监护人自身的真实意愿，
以此实现监护制度保护被

完全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的被监护人的决策总是

监护人最佳利益之目标。对此，民法典中实际上采

会与其“最佳利益”相一致；然而对于一个欠缺完

用上述观点，在草案第 35 条中，明确了“应当最

全行为能力与意思能力的被监护人来说，
监护人为

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对被监护人

其所做出的替代决策取决于监护人是否能根据被

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
监护人不得干涉”。
无疑，

监护人的自我的意思表示、信仰、价值观以及过往

草案想要表达的观点是，真正地被监护人的“最佳

决定，来推断做出被监护人有可能会做出的选择。

利益”实际上是如果被监护人具备相应的能力是，

因此，
“最佳利益”的主观解释相当一部分是通过

其能自己做出决定。

被监护人的相关背景因素来得出结果，
只要该决定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即可，
并不必要与客观解释所得

（二）最佳利益的判断要素

出的结论一致。对于成年监护来说，对当事人丧失

在讨论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时，
不可避免地会

行为能力前的信仰、价值观、相关的习惯、先前的

涉及对被监护人利益的本质分析。最佳利益就其本

话语的考虑正是对其“最佳利益”的主观解释。

质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分为被监护人当下的利益

英国的意思能力法就试图将这两种解释方法

和未来的利益两种。
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是一种概

归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里。意思能力法将“替代决

括性的判断基准，其不仅需要考量当下的情况，还

策”方法嵌入“最佳利益”的概念里，同时该法又

需要对未来做出预判和思考。为被监护人做决定时，

论证了“最佳利益”和“替代决策”二者之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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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到该被监护人未来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等。
在为被

心理状态（包括有无精神疾病等）
、性格、责任心、

监护人做决定时，应考虑到现实因素，根据实际情

教育程度、感情成熟度等因素在内；
（3）监护人监

况将当下无需考虑的未来利益排除出去。所以，监

护的意愿以及对于被监护人的感情与态度；
（4）被

护人应利用现有的资料，
评估被监护人当下和未来

监护人的自我意愿；
（5）从以往的行为与意愿偏好

的利益，
并将被监护人的全面或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来判断其可能的意愿。

和负担最小化的选择（或从这些选择中做出选择）

消极事由包括：
（1）监护人道德上的负面评价；

作为首要职责。例如，临床医生可能会决定，最好

（2）对被监护人实施的不当行为，如暴力、侮辱

让一个孩子进行心肺移植，
把这项手术作为他们表

等行为；（3）影响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不良嗜好。

面上的首要职责，但是，如果这种资源不可用，就

其它事由包括：
（1）参考被监护人周围相关领

必须寻求当下其他可以实施的选择。
人们的选择因

域人士的意见，如教育者、财务顾问、医疗服务提

资源、
职责、
价值观、
生活计划和机遇等因素而异。

供者的建议；
（2）该决定对被监护人可能造成的影

监护人在适用最佳利益原则时，
应充分了解具体情

响；
（3）第三人协助照顾的可能性；
（4）判断的事

况，进而做出最终的判断。

项涉及的是长远的利益还是短期的利益。

有关监护人在履行监护事务的过程中做出决

梁慧星教授指出，“法律条文上并不明晰的概

策的所需考虑的要素，
英国意思能力法不失为一个

念实质上就是立法者授权法官可以在具体案件里

颇具价值的参考资料。具体来说，可以采用如下的

进行充实，
且是由法官依价值判断的方式来进行充

步骤：其一，若被监护人就监护事项已经做出了相

实，将概念明晰化、条款具体化。”王泽鉴先生认

关的意思表达，自己已有安排，则遵从其自己本身

为，这种价值判断并非一种主观的判断，而是一种

的安排；其二，若没有，则可探究被监护人的真实

客观的体现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原则。
笔者认为，

有效的意愿或根据被监护人先前的行为、
价值观等

前述判断要素只是一个起点，在许多情况下，需要

进行推断（成年监护的情况）
，以此得到的结论为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基准做出决策，当然，这种对先前行为的判断需要

结语

以一定的证据为佐证；其三，倘若无法找寻到相关

监护制度设立的宗旨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而

线索，
则要求监护人以被监护人的视角来进行思考、
判断，为被监护人做出决策，确保其最佳利益的实

最佳利益原则很好地体现和服务于该宗旨。被监护

现。当监护人试图根据最佳利益标准做出决定时，

人的最佳利益原则从立法角度规定了监护人对被

其必须就什么对被监护人来说是最佳选择，
征询意

监护人所应承担的义务，
从原则上指引监护人正确

见。
这些意见可能来自不同的来源，
包括财务顾问、

地执行监护事务，以及指引监护人的选任和指定。

医疗护理人员、被监护人的家人及密友等。

然而，监护事务实践中有着众多纷繁复杂的情形，

我国民法典中确立被监护人最佳利益原则适

难以单纯地用原则加以判断，从而需要法律条文提

用的具体标准，
可以参考借鉴国内外立法与司法实

供据以参照适用的具体规则。具体规则可为监护人

践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提供行为标准和判断标准，
这有助于监护人选择最

可将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原则的判断要素概括为

佳方案，并有利于监督监护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以及

积极事由、消极事由与其它事由三大类：

应否承担责任。然而，最佳利益的界定内容的缺乏
已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对被监护人利益保护的真

积极事由包括：
（1）被监护人的年龄、性别、
生活背景及其他相关因素；
（2）
监护人的监护能力，

空。何为“最佳”本就是极为抽象、模糊的概念，

包括监护人的生理状态(包括年龄、健康状态等)、

令司法实践者难以确认具体标准。但另一方面，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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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践者亦不能因其难以确认而任其保持宣言性

方面组成的判断最佳利益原则的要素清单，试图让

原则的模糊状态。

最佳利益原则不再抽象模糊。同时，期待在审判实

通过对英德美三国的监护制度的总结与研究，

务中能有更多案例的积累，
从而不断凝练打磨该原

本文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借鉴英国意思能力法将

则的内涵和判断标准。在足够的案例积累的前提下，

对“最佳利益”的主观解释纳入评估的客观框架中

以司法解释和立法的方式进一步明确“最佳利益”

的方式，
将被监护人的主观愿望纳入评价被监护人

原则，是未来我国应该选择的路径。

的最佳利益的客观体系中，
融合被监护人的自我意

来源：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 2020 年第 11 卷（民法典

愿与客观最佳利益评价，定义最佳利益的标准。第

适用文集）
。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

二，参考英德美三国对于最佳利益的判断要素，笔

责任编辑：尤娇娇

者提出了一个由积极事由、消极事由、其他事由三

王柯心

张学军：如何理解婚姻法上的隐瞒“重大疾病”？ | 前沿
原创：2021-02-06 中国民商法律网 李丹屏摘编
https://mp.weixin.qq.com/s/YOnm8QbbOFjyt7E43ZDmrg

状态。因此，
“疾病”可以分为“精神疾病”和“身

中国民商法律网

体疾病”两类。
“精神疾病”可以分为“弱智”和
本文摘编自张学军：
《民法典隐瞒“重大疾

“精神病”。其中，
“精神病”以是否具有认识结婚

病”制度解释论》
，载《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0

的能力为标准，可以分为“无结婚行为能力”和“有

年第 5 期。

结婚行为能力”
；以是否具有危险性，可分为“重

【作者简介】张学军，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型精神病”和“非重型精神病”。
“身体疾病”则可

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分为四类：与性、生殖有关的疾病、
遗传性疾病、
传染性疾病、其他重大疾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53 条第 1 款

一、 精神疾病的解释

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
（一）无结婚行为能力的弱智和精神病

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
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该条对 2001 年《婚姻法》第

结婚属民事法律行为，需要具备认知能力，无

10 条第 3 项进行了彻底改革。
为了正确适用法律、

结婚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结婚无效。首先，关于交易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需要对该条

行为能力与结婚行为能力的关系，应认为结婚行为

进行深入系统的解释。对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能力的关键因素是订婚者能否理解婚姻的本质，被

张学军教授在《民法典隐瞒“重大疾病”制度解释

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不阻止有效婚姻的缔结，能够理

论》一文中，分别对精神疾病以及身体疾病的内涵

解结婚同意和婚姻生活即可。其次，至于结婚行为

与外延进行系统解释，
并对如何适用该条以及强制

能力的内容，应认为结婚行为能力是指理解结婚的

婚检制度的恢复与否提出了个人见解。

性质及其法律后果的能力。
即只有结婚申请人能够
同意结婚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结婚才能有效，而

“疾病”
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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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仅理解结婚程序即可有效。最后，对于无结婚行

多的隐瞒行为。

为能力者结婚的法律效力，
应认定该结婚行为无效，

二、 身体疾病的解释

而非可撤销，之后恢复神智则可以结婚。此外，因

（一）与性、生殖有关的疾病

无结婚行为能力人无法产生欺诈意图，
所以隐瞒无

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在解释

结婚行为能力的弱智和精神病应当排除于第 1053

上原则应包括性无能和不孕不育症。
理由是：第一，

条的适用范围。

当事人结婚合法有效。第二，相关疾病对于非患病

（二）
“重型精神病”

配偶方关系重大。依据常理推测，假设合理谨慎的

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在解释

非患病方配偶未受欺诈，
则不会同意与患病方结婚。

上应当排除“重型精神病”
（在结婚时是否具有结

第三，中华民族法律历来重视这些因素。第四，我

婚行为能力则在所不问）
。理由是：第一，有利于

国未设基于错误撤销婚姻的制度。第五，在比较法

维护非患病方配偶的人身安全。第二，存在比较法

上存在充分依据。当代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

依据。比如英国《1973 年婚姻诉讼法》规定婚姻只

国家均规定性无能、不育症属于可撤销婚姻。

能基于以下理由被撤销：……（d）患有（至于持

不过若性无能、不孕症是衰老所致，则不应构

续还是间歇则在所不问）1983 年《精神健康法》所

成撤销事由。第一，这是客观事实，夫妻一方结婚

称的且在种类上或达到的严重程度上不适合结婚

时处于高龄阶段，性无能是双方必须接受的风险。

的精神紊乱。

第二，
当事人旨在主观上也不会拥有发生性行为和
生育的期待。

（三）其他弱智和精神病

（二）遗传性疾病

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在解释
上包括其他弱智者和精神病人。理由是：第一，结

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在解释

婚行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具有结婚行为能力，其结

上原则应包括“严重遗传性疾病”
。理由是：第一，

婚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

当事人结婚合法有效。第二，相关疾病对于非配偶

违反公序良俗。第二，弱智或精神病对于非患病方

方配偶关系重大。主要表现为：双方能否生育子女；

配偶关系重大，依据常理推测，假设合理谨慎的非

如果能够生育双方能否生育男婴；生活质量高低与

患病方配偶未受欺诈，则不会同意与患病方结婚。

否。第三，存在比较法依据。

第三，我国未设基于错误撤销婚姻的制度，因此隐

不过应当设置以下例外：
如果双方当事人并未

瞒重大疾病应被宽松地解释。第四，存在比较法依

期待生育子女，患病方配偶则无需告知对方。还要

据。第五，严格限制撤销事由的立法不适合我国国

指出的是，我国应该避免国际强制绝育的教训。

情。
比较法将撤销事由限定在婚姻实质相关事项的

（三）传染性疾病

理由主要是基于保护女性、
离婚受到严格限制以及

1.甲类传染病和准甲类传染病

婚姻是唯一得到国家批准的性与生殖场所，
非婚同
居构成私通的考量。但我国夫妻双方地位平等；离

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在解释

婚相对自由；
非婚同居不再非法；
两性观念变化大。

上原则应排除甲类传染病和准甲类传染病。理由是：

第六，会产生消极的社会效果。若该条排除有结婚

第一，患者需要接受隔离治疗，
“隔离治疗”应被

法律行为能力的弱智和精神病结婚，
非患病方配偶

定性为行政法的强制性规定，即使结婚也应被宣告

若想终止共同生活则只能诉请离婚，
则可能出现更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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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第二，患者应被禁止到达结婚场所，谈不上

同生活不能容忍的不能治愈疾病则构成“关于健康

撤销婚姻。

的本质错误”，婚姻可被撤销。我国没有相同规定，
因而该条需作宽泛解释。第四，具有一定的比较法

2.“艾滋病、淋病、梅毒”

上依据。比如美国一些州的成文法规定，
“在一方

该条在解释上应包括“艾滋病、淋病、梅毒”
。

患有癫痫症的情况下，如果女方未满 45 周岁，则

理由是：第一，当事人结婚合法有效。第二，相关

不得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疾病对于非配偶方配偶关系重大。
婚姻是性行为的

三、 重大疾病的探知——强制性婚检义务

合法组织方式、夫妻依法享有生育权。艾滋病病毒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
而性病具有使得无辜方配偶

根据疾病是否已被认知，
可以分为已被认知的

和子女受到传染的风险。第三，具有比较法上充分

疾病与未被认知的疾病。
后者在西方发达国家被分

依据。

为两类，第一类是需要医学查明的疾病（订婚双方
必须提交健康状况方面的信息或证书，作为结婚庆

3.其他乙类传染病和丙类传染病

典的前提要件），
第二类是无需医学查明的疾病
（婚
该条在解释上包括其他乙类传染病和丙类传

姻的缔结不要求强制婚检）
。我国婚前健康检查经

染病。理由是：第一，当事人结婚合法有效。第二，

历了从强制到自愿的过程。2003 年《婚姻登记条

相关疾病对于非配偶方配偶关系重大。第三，具有

例》第 5 条不再要求结婚申请人持有婚前医学检

一定的比较法上依据。比如美国最高法院于 1914

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

年指出，
“肺结核”构成撤销婚姻的事由，原因在

我国《民法典》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的“重

于：首先，通过婚姻关系的密切纽带，对方可能受

大疾病”在解释上应该包括
“需要医学查明的疾病”。

到传染，从而造成严重的、毁灭性的法律后果。其

理由是：第一，通过实施体检制度，一般的公共卫

次，
可能给双方所生的子女带来不幸的后果。总之，

生、双方当事人的卫生，尤其是预期子女的卫生，

肺结核是相当严重的，
应适用与性病有关的法律制

可以得到保护。第二，有利于防止当事人将“已被

度。

认知的疾病”谎称为“未被认知的疾病”
。第三，
隐私权应该服从公共利益。隐私权并非绝对的，在

（四）其他重大疾病

有些情况下，应该服从国家通过增进公共卫生、福
1986 年《分类标准》
“附注”规定，
“凡属下列

利和安全法。

疾病，婚姻保健工作者应对之进行劝导宣教，使之
四、 结论

充分理解婚育后果，并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1.危
害生命的脏器严重代偿功能不全……4.婚姻生育

《民法典》第 1053 条第 1 款规定的“重大疾

足以使婚配双方已患病症加重恶化者。
”

病”在解释上排除无结婚行为能力的弱智和精神病、

第 1053 条第 1 款在解释上包括上述疾病。理

重型精神病、甲类传染病和准甲类传染病，包括具

由为：第一，当事人结婚合法有效。第二，相关疾

有结婚行为能力的弱智和精神病、与性、生殖有关

病对于非配偶方配偶关系重大。主要表现为：重要

的疾病
（但有例外）、
严重遗传性疾病（但有例外）
、

脏器疾病关系到婚姻持续时间的长短、
生活质量的

艾滋病和性病、其它乙类传染病和丙类传染病、重

高低、能否生育子女、治疗费用的指出、夫妻双方

大身体疾病。此外，我国应该恢复强制性婚检制度。

预期收入的多少等。第三，我国未设基于错误撤销
责任编辑：李丹屏、谭小凡

婚姻的制度。
瑞士规定一方患有诸如癌症等使得共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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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学报 | 王轶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
总结、比较与展望【专题导引】
原创：2021-02-08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王轶
https://mp.weixin.qq.com/s/oERnjNkoN_CNlcwA_qPJ1Q

着惊人的对应性。尽管裁判者并不会在裁判文书中

作者简介

作出诸如“风险控制能力”与“获益可能性”等对

王轶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规范实质考量因素的论述，
但在对规范构成要件的

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解释中体现出了对规范背后多重目的的价值权衡。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在这一意义上，
裁判者能做到立法者无法完成的任

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

务——在个案中实现精细化的价值判断。
而立法者

命名的法律，
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

与学术界则需要为裁判者提出进行价值权衡的依

大成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

据和应当考量的要素，并提供一个可供交流与互相

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

说服的话语体系。

律。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夫妻共同债务的

关淑芳、郭子圣合作撰写的《夫妻共同债务清

认定及清偿问题是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偿规则辨析》一文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既事

之一，
《民法典》第 1064 条就是对此作出的回应。

关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也涉及作为共同债务人的

值得注意的是，
《民法典》第 1064 条着力回应了夫

夫妻间的利益分配。
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讨

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并未直接回应夫妻共同债

论基本尘埃落定的背景下，
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

务的清偿问题，这就意味着，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

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对学术界关于夫妻共

问题，仍需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凝

同债务清偿规则的不同观点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并

聚价值共识。即使是对借助《民法典》第 1064 条

经过了对类型区分说的否定、对连带债务说的扬弃，

已经尘埃落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也还存

以及对共同债务说的肯定，
表达了对夫妻共同债务

在如何在总结既有讨论，参酌域外经验，从而在解

清偿规则的一家之言。

释论上妥当确定该条含义的问题。

吴至诚撰写的《夫妻债务的英美法系功能比较

王轶、包丁裕睿合作撰写的《夫妻共同债务的

研究——以不采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模式为中心》

认定与清偿规则实证研究》
一文通过威科先行法律

一文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讨

数据库和中国裁判文书网考察了自 2018 年 1 月 18

论，发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还是以德法为代表

日《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生效起至 2019 年 7 月 18

的大陆法系，对英美法系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受英

日止共 18 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发

国法的影响，无论是美国的大多数州，还是诸如澳

布的，包含“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

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及我国香港特别

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这一关键词的 863 篇裁判

行政区等法域，
它们在历史上采行的都是夫妻主体

文书，主要研究裁判者对《夫妻共同债务解释》的

资格合一和必需品代理制度，当下采行的也都是夫

适用情况。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与分析发现，裁

妻法定分别财产制：
除非有特别约定或少数情况下

判者之间的共识与分歧及学术界的共识与分歧有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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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共同债务。因此，英美法传统模式虽然可以

少有趣的观察结果，颇有借鉴意义。

与大陆法进行以“夫妻连带债务”为题的概念比较

三篇论文围绕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清偿，采

研究，但很难进行以“夫妻共同债务”为题的概念

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立足不同的观察视角，得出了

比较研究。不过，如果沿着功能比较的思路，将问

相应的研究结论。三篇论文写作的目的是一致的，

题设定为
“夫妻一方以双方或单方名义承担债务的

那就是围绕切实实施《民法典》
，致力建构对民法

法律后果”
，并以“合意论”
“用途论”
“推定论”

典时代的民事法治具有解释力、
回应力和想象力的

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进行功能比较，
依然可以得出不

民法学体系。区区微衷，与学界同仁共勉。

华政学报 | 关淑芳 郭子圣 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辨析
原创：2021-02-08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关淑芳 郭子圣
https://mp.weixin.qq.com/s/Vw8XFn2WJpnkrMyQ7-Yvvw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而言，其责任

作者简介
关淑芳

财产应当排除举债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共同债务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

主张应当先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债务，此学说与连

博士
郭子圣

带债务说在责任财产的清偿顺位以及追偿权的发

成都市委政法委干部

生条件上存在差异。基于“多元价值并重”的法律
目

共识，
共同债务说较好地平衡了债权人利益与作为

次

共同债务人的夫妻的利益，因而更为可取。

一、问题的提出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

二、类型区分说辨析
产

三、连带债务说辨析

清偿规则

责任财

夫妻共同财产

四、共同债务说辨析

一、问题的提出

五、结语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其承担是多年来学术
摘要：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既事关债权人

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2018 年《最高

利益的实现，
也涉及夫妻间的利益分配和对家庭的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

保护。对此问题，司法实务界裁判尺度不一，学术

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夫妻共同债务

界亦存在不同学说。类型区分说主张，对于以夫妻

司法解释》
）大幅重构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相关

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
清偿规则应当以是

规则，较之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否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标准区别安排。
连带债务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
（以下简称

说主张对共同债务夫妻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但对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 条“推定论”下

于责任财产的范围则意见不一：无限连带说主张，

的认定规则，夫妻非举债一方的利益在新的认定规

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与以夫妻一

则下更能得到维护，
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一样，
责任财产都应当

可。这一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规则也在民法典的编纂

包括夫妻双方的全部财产；而有限连带说主张，对

过程中得到了全盘的吸收。
相较于夫妻共同债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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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则的日臻完善，
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亦有

的清偿规则。具体而言，第 2 条中因家庭日常生活

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从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来看，

需要而发生的债务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与第 1 条

1980 年 9 月 10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作相同处理，所对应的债务类型属于连带债务，而

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

第 3 条超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实际用于夫妻共

简称《婚姻法》
）第 32 条就此问题作出了初步规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对

定，
确立了在离婚时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因夫妻共

应的债务类型应属于共同债务。

同生活所发生债务的规则。1988 年颁布的《最高

对《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2 条规定的以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而言，
最高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
（以下简称《民通意见》）

人民法院多年前编写的释义书中曾明确指出，
因行

首次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问

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所生债务，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

题作出规定，
明确了以夫妻共有财产对夫妻一方从

担连带责任予以清偿。比较法上也有类似立法例。

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所生债务进行清偿的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讨论者认为，因家庭日常生活

则。 2001 年 4 月 28 日，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

需要发生的夫妻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共同承担连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的《婚姻法》

带责任，责任财产范围包括夫妻全部财产。

对此规定仍然较为简略，仅将“以共同财产偿还”

对《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3 条规定的以

修改为“共同偿还”
。但“共同偿还”究竟对应着

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而言，
有讨

何种清偿规则，留下了不少解释的空间。从司法实

论者主张应当限缩责任财产的范围，
仅以举债方个

务来看，各地法院认识不一，在责任财产范围等诸

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有讨论

多问题上也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的现象。
从民法学问

者提出，由于此类夫妻共同债务的基础在于财产的

题类型区分的视角观察，
围绕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

共有关系，
因此举债人配偶也应仅以夫妻共同财产

则存在的争议属于民法问题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为限承担债务。 若因离婚、死亡等原因使得共同

现存的主张大致可被归纳为类型区分说、
连带债务

财产不再存在的，举债人配偶仅需以共同财产中分

说与共同债务说，本文拟逐一予以辨析，并表明自

得份额为限，对一半的债务承担按份责任。对于责

己的看法。

任财产缘何包括举债方的个人财产，
有讨论者认为，
这是源于此类债务兼具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的双

二、类型区分说辨析行为

重属性，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的夫或妻一方，作为

在讨论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时，
有讨论者主

债务的引起方，
自然应当以个人财产为自己引起的

张以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标准，
对以夫妻一

债务负责。

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做进一步的类型

（二）关于类型区分说正当性基础的讨论

区分，本文将此类观点统称为类型区分说。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形

（一）类型区分说的内容

式上看似乎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理，
使得夫妻非举

主张类型区分说的讨论者认为，
《夫妻共同债

债一方例外地成了共同债务人，
这一定是因为存在

务司法解释》第 2 条中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发

着比债的相对性原理更为重要的价值考量。对这一

生的债务，与第 3 条中涉及的超越家庭日常生活

价值考量的探析，就涉及类型区分说的正当性基础。

需要但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的债

申言之，类型区分说是否可取，关键在于以夫妻一

务，在债务的性质上存在差异，因而应当适用不同

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是否基于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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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考量，是否存在统一的正当性基础。如果所有

就应当承担这一财产制下夫妻财产混同所带来的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都基于

法律风险，以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债的担保。还有讨

统一的价值考量，存在统一的正当性基础，就应当

论者认为，
之所以要对这一部分夫妻共同债务的清

对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确立

偿规则予以特殊规定，是为了平衡举证责任分配所

一致的清偿规则，反之，就应坚持类型区分说，针

可能带来的不公平的法律后果。具体而言，这一观

对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夫妻共

点在坚持整体上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举债人配偶一

同债务，确立不同的清偿规则。

方的立场下，基于对举债人风险控制成本的分析、

主张类型区分说的讨论者认为，
在以夫妻一方

举债人与其配偶在风险控制能力上的对比，以及双

名义举债的情形，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夫妻

方获益的高低等因素的比较，认为限缩举债人配偶

共同债务与由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所负

的责任财产范围，让其承担“有限连带责任”是更

的夫妻共同债务在正当性基础上存在差异。

为合理的选择。

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

对类型区分说的前述立场，
也有讨论者持不同

而言，
讨论者多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角度予以论证，

观点，
认为前述两类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

认为夫妻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基于身份关系互为代

妻共同债务在债务性质上并无区别，
同属共同债务。

理源自婚姻的“当然效力”
。因此，此类债务属于

尤其在《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颁布前，在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

的认定规范中，
并未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标准对

第 178 条第 3 款中“由法律规定”的连带债务，一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做相应

体贯彻了维系家庭存续与保护交易安全两方面的

的类型区分。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确认

价值追求。还有讨论者从其他角度出发，认为基于

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推定论”规则已被《夫妻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对生活共同体的重要性、
配偶另

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确立的新认定规则所替代，但

一方和债权人对风险控制能力的强弱、
整体的交易

一些相关的讨论仍值得关注。具体来说，有讨论者

成本及配偶另一方获益可能性的大小等因素，
主张

认为由于债务是一种消极财产，
因此婚后所得共同

法律有理由拟制夫妻一方对其配偶实施的民事法

制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可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

律行为作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因此，对此类以夫

则提供法理支撑；但也有讨论者认为“因为共财所

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

以共债”的理论只是一种想当然，并从多个角度论

应与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夫妻共同债务一

证了共同财产制与共同债务制度的联系与差异，进

体对待，
原则上由夫妻双方以所有财产承担连带责

而认为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的正

任。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讨论者认为，无论夫妻

当性基础应当是共同受益。

间采行何种财产制，
并不影响此类夫妻共同债务清

（三）本文的观点

偿规则的适用。

首先，
主张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对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的夫妻共同债务而言，有讨论者提出，

的夫妻共同债务系《民法典》第 178 条第 3 款中所

将其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机理同构成日常家事

规定的“由法律规定”的连带债务的观点，缺乏法

代理的情形一样，都是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但并非

律上的依据。事实上，《民法典》第 178 条第 3 款

是基于在特定负债中的意思自由，
而是基于夫妻双

的规定表达了立法者对于连带责任这类负担较重

方对夫妻财产制及由此所带来的责任风险的选择

的责任方式更加审慎的态度，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

自由。具体而言，当夫妻选择了夫妻共同财产制，

仅得基于法律的规定发生。 因此，该款所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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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
产生的法定连带责任须有法律的明文规

区分说的讨论者认为，这是由于债务性质的差异所

定，典型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67 条

致。在笔者看来，将《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关于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第

2 条认定为一项事实推定规则，作为第 3 条因夫妻

409 条关于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多个受托人对委

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从而负担夫妻共同债务这

托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等。
而在因家庭日常生活

一规则的前置规则，是更为妥当的法律解释方案。

需要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领域，
尚未见到关于夫妻

若将第 2 条理解为是关于法定代理权或者法律拟

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后果的明确规定。

制的认定规则，
债权人虽可据此对以自己名义举债

其次，在我国现行法的框架下，因家庭日常生

的债务人及其配偶主张连带债务的承担，
但根据谁

活需要所负债务同因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

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债权人须对夫妻

经营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一样，
都不可脱离夫妻财

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系因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产制予以讨论。
《婚姻法》第 19 条第 3 款明确规

负承担证明责任。反之，若将第 2 条理解为一项事

定，
若债权人明知债务人与其配偶采行分别财产制，

实推定规则，则对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债权

则该债务以夫妻举债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此规则

人仅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基础事实存在即可。
从最

被《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第 24 条第 1 款第 2 句

终的法律效果观察，在债权人举证成功的背景下，

再次确认，亦与《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的各条

《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2 条与第 3 条规定

规则和谐共存。有讨论者主张《婚姻法司法解释

的两种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其区别仅在于以自己

（二）
》
的相关规定已被
《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

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配偶是否以其个人财产承担

实际废止，使得在夫妻双方互负扶养义务、对子女

清偿责任，这对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虽有影响，但

负抚养义务、对老人负赡养义务等场合，即便在分

就证明责任的承担而言，将《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

别财产制下，
也应当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相关规

释》第 2 条认定为一项事实推定规则，债权人的举

则。在笔者看来，虽然《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

证难度会大幅降低。对于债权人而言，也许是一个

第 2 条并未明文排除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的情形，

更好的选择。对于以自己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配偶

但考虑到司法解释不得径行变更法律的规定，
因此

而言，将《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2 条认定为

基于《婚姻法》第 19 条第 3 款的规定，在实行夫

一项事实推定规则，
该配偶可以通过诉讼提出抗辩，

妻分别财产制的前提下，
即便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

主张以自己名义举债的债务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与债权人之间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目的在于维持家

为不构成日常家事代理，
也可以通过证明债权人明

庭日常生活，
也应当认定为夫妻举债一方的个人债

知以自己名义举债的债务人夫妻之间对日常家事

务。
《民法典》第 1065 条第 3 款也明确规定，夫妻

代理的范围另有约定，而涉案债务恰好超出了该约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

定的范围。
该配偶还可以通过证明债权人与以自己

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相对人知道该约定

名义举债的债务人恶意串通，从而否认该债务为夫

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妻共同债务。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于以个人

最后，
《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2 条与第

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配偶而言，
既存在成功证明的

3 条所规定的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

可能，也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如果以个人名义举

务，能否得以一体对待，这取决于如何理解两个条

债的债务人的配偶能够成功提出抗辩，债权人也可

文之间的关系。
对于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

以根据《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3 条的规定进

同债务，司法解释缘何要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行“再抗辩”，主张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实

为标准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类型区分，
主张类型

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并对此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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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责任。由此，诉讼即呈现出“请求—抗辩—再

只能是以夫妻的个人财产来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

抗辩—再再抗辩”的动态过程，使得原被告不再局

清偿”
。考虑到在连带债务中并不存在前述的清偿

限于通过诉讼请求和诉讼抗辩进行单回合的互动。

规则，
这一实际做法已经突破了法律关于连带责任

综上，
《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第 2 条与第

的规定。

3 条的规定，在解释论上应当认为系证明规则的区

有讨论者认为，从解释论的角度来看，夫妻共

分。 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规则并不会因证明规则

同债务属于连带债务的结论，符合我国现行法的立

上的差异而受到影响。
对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

场。
《婚姻法》第 41 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清偿顺位

的不同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完全可以寻找到统一

的规定只能约束夫妻双方，
而不能当然约束外部债

的正当性基础，类型区分说确有可议之处。

权人。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这一观点的讨论者虽然
坚持夫妻共同债务连带债务说，
但同时主张为控制

三、连带债务说辨析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配偶的风险，
对于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86 条、第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其他与“家庭共同利

87 条，
《民法典》第 177 条、第 178 条等就多数人

益”相关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之债确立的连带之债与按份之债的二分体系下，学

进而主张此类个人债务所对应的责任财产范围应

术界与实务界有观点认为，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归入

当包括全部的夫妻财产与债务人的个人财产，
因而

连带债务的范围，这就是所谓的 “连带债务说”。

区别于普通的个人债务。由此可见，这一观点虽然
坚持了无限连带说的立场，
但在夫妻共同债务责任

（一）连带债务说的内容

财产的范围界定上，
为了严格控制因无限连带责任
在既有的讨论中，
连带债务说又可进一步区分

对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配偶带来的风

为无限连带说和有限连带说。

险，将超出日常家事的其他债务一律归入夫妻一方

1. 无限连带说

的个人债务，并较之于传统观点扩大了个人债务的

无限连带说主张夫妻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财

责任财产范围，这已经属于立法论的范畴。

产应当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的个人财产以及夫妻的

2. 有限连带说

共同财产。如有讨论者指出，夫妻双方承担连带的

有限连带说主张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场

清偿责任，
是夫妻共同债务作为夫妻共同的消极财

合，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限缩责任财产的范围，

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连带债务性质的认定在于夫妻

由债务人的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承担，
以夫

间主观上所具有的“家庭利益”——这一共同的经

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配偶仅承担有限连带

济上的目的。因此，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财产应当

责任。 就此，有论者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的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

出发，
认为债务人配偶的受益范围至多及于夫妻共

无限连带说一度是我国司法实务界的主流观

同财产范围，与其个人财产无关。并且债权人在债

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答复中，即明确采纳了

务发生时，
也并不存在对债务人配偶具有偿还能力

这一观点。 但由于《婚姻法》第 41 条的存在，这

的合理信赖。还有论者认为，从制度目的的角度观

一观点在司法实务中也受到了挑战。例如，有一些

察，保全共同财产是让举债人配偶承担债务的目的

地方的人民法院认为，此类债务不同于“一般的连

所在。因此，若举债人配偶对此类债务承担无限连

带债务”
，具体操作中应当优先以夫妻共同财产偿

带责任将有违比例原则。
还有论者从债的相对性角

还，
当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

度出发认为，债权人也仅应有理由相信共同财产制

形，会触发夫妻双方协议清偿，并且“协议的内容

下的债务人有以夫妻共同财产作为担保的意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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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出非举债方以其个人财产为此清偿的承诺。更

同债务的正当性基础。夫妻二人经过合意，共同决

何况《民通意见》第 43 条的规定已然体现出在因

定与他人签订契约，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其中体现

夫妻共同财产制发生的夫妻共同债务中，
债务人配

的是夫妻共同的自由意志。在民法世界中，意思自

偶仅承担有限连带责任的精神。

治原则的重要实现工具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只
要不存在阻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的消极条件，

（二）
对于连带债务说关于责任财产范围争论

在一般情况下，
当事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都能通过

的评析

法律行为制度得以实现。
在责任财产范围的问题上，

从前述的梳理可以看出，
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通常认为，
在强制执行开始时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均

属于连带债务为前提，
无限连带说与有限连带说最

系责任财产。但我国实定法上，并不存在禁止当事

大的分歧在于责任财产的范围。具体而言，主张无

人对责任财产范围另行约定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

限连带说的讨论者认为，
应当以夫妻双方的全部财

因此，
如果债权人与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夫妻之间对

产充当责任财产；
而主张有限连带说的讨论者则认

责任财产的范围有特殊约定的，例如，债务人希望

为，
对于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而言，

某一特定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为特定目的而

责任财产应当排除举债人配偶的个人财产。
就此问

存在，如某房产为子女将来结婚使用而保留，进而

题，笔者认为应当区别而论。

与债权人约定将其排除出责任财产的范围，此类约

1. 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的责

定当属有效。

任财产范围

2.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的责

民法学界对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

任财产范围

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问题并无太多争议，
大多认为

关于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的

应当依照连带责任的一般规定，
以连带债务人——

责任财产范围问题，民法学界争议较大。争议主要

夫妻双方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 这一观点确值赞

集中在是否排除夫妻中非举债方个人财产的问题

同。
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最为关键

上。就这一价值判断问题，可以从民法学界分享的

的一点在于，在债的法律关系形成过程中，债务人

与其有关的价值共识出发进行讨论。具体而言，可

一方为夫妻，他们共同作出（包括以夫妻一方追认

以结合我国现行法上确认的法定夫妻财产制，
即婚

的形式补足）一项意思表示，并由债权人受领。此

后所得共同制展开讨论。

时，即形成了由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外部关系，

第一，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与夫妻财产制

与两个债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共同组成的债的关

的选择密切相关。前已提及，如果采取分别财产制，

系。在此情形下，就此类债务的处理并不需要在形

其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具有“一票否决权”。

式上突破债的相对性原理，
当然就成立了多数人之

根据我国现行法上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债。换言之，即使缺乏《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

如果不存在《婚姻法》第 19 条第 3 款的情形下，

中的相关规则，夫妻“共签”的债务也应当按照多

则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包括家庭日常生活在内

数人之债来予以处理。

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属于

由于此类夫妻共同债务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

夫妻共同债务。
《婚姻法》第 19 条第 3 款的立法目

形成，其发生基础在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凭借作

的在于保护债权人，
确认夫妻之间的内部财产约定

为债务人的夫妻与债权人双方内容互异且对应的

不得对抗债权人，防止夫妻以存在内部的财产约定

两项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因此，可以借助民事法

为由轻易逃避债务的承担。这同时也意味着，在不

律行为制度来理解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

属于“共债共签”的场合，一旦债务人及其配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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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采行分别财产制，并且债权人对此明知，即便债

债务而言，在婚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因家庭日

权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债务将用于举债人夫妻

常生活需要或其他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

的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但该债务并不能被认

需要对外举债，产生消极财产。同时，由于婚后所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见，分别财产制会排除夫妻

得共同制，
因消极财产而直接和间接产生的收益则

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适用。

将造成积极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加。在这一

第二，
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与以夫妻一方名

过程中，对于以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人配偶一方而

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具有价值取向

言，其获益范畴限于一定潜在份额的财产数额增加，

上的一致性。婚后所得共同制，决定了在婚姻存续

而个人财产显然并未因此而增加。此时，要求与积

期间夫妻一方所得的财产通常情形下会成为夫妻

极财产增加无关的举债人配偶个人财产充当责任

共同财产。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在于，法律认为夫妻

财产，则有违公平原则。所以对于以夫妻一方名义

之间是一种“协力”关系，而将婚姻存续期间夫妻

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而言，
举债人配偶一方的个人

取得的各类财产看作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从法律

财产应当从责任财产范围中予以排除。

的视角观察，作为婚姻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夫妻

四、共同债务说辨析

各方都为维系婚姻共同体做出了平等的努力。
由此

有讨论者主张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典型的共同

可见，
婚后所得共同制具有明显的维护婚姻共同体、
平等保护婚姻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价值取向。
相应

债务，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债务说（也称债务人共

地，
对于用于包括家庭日常生活在内的夫妻共同生

同体之债说）”。依据此说，必须由夫妻作为共同债

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而言，将其认定为夫

务人共同履行给付义务，
债务方得以清偿。
换言之，

妻共同债务，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同样反映了法律

与连带债务不同的是，共同债务的债权人仅得向多

追求婚姻共同体内部稳定与公平的目标。可见，二

数债务人全体请求给付。
共同债务可以出现在数个

者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人组成的演出团体等情形，也可以出现在合伙、夫

第三，
法定夫妻财产制的选择与夫妻共同债务

妻共同共有财产等情形。
这一类型的债务在清偿上

的认定规则具有体系上的关联性。
婚后所得共同制

具有区别于连带债务的特点，在给付上须由全体债

使得夫妻之间形成的关系是一种
“不完全共同体”。

务人共同履行，
因而共同之债下的多数债务人之间

这一法定财产制使得夫妻财产关系既具备家庭伦

具有更强的牵连性。

理关系的属性，也具备可计算的结合体属性。这里

（一）共同债务说的内容

的“可计算性”
，就可在夫妻之间积极财产、消极
财产与责任财产之间的牵连关系中体现，
而这种牵

在《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前，有讨论

连关系具有体系性的特点。例如，对于个人债务的

者通过对比连带债务与共同债务在债的性质、
发生

债务人来说，根据一般担保的法理，此类债务的责

原因、司法程序以及追偿权行使上的差别，指出以

任财产包括其全部的积极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这

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更加符合共同

一责任财产指向的对象并不特别针对某一项合同，

之债的特征。还有讨论者认为，包括因夫妻双方共

而是面向债务人成立的全部合同， 也即其个人全

同行为所生债务、夫妻一方为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开

部的消极财产。因此对于个人债务而言，债务人为

支或为达夫妻共同目的而实施侵权所负债务在内

担保全部消极财产的履行，
以其全部的积极财产作

的夫妻共同债务，都应属于共同债务，在外部关系

为责任财产，
三种类型的财产之间就形成了对等的

中应当准用合伙债务的清偿规则（《中华人民共和

牵连关系，符合公平原则的要求。但对于夫妻共同

国合伙企业法》第 38 条、第 39 条），首先以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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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财产清偿共同债务。对于未完全清偿的部分，

缩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所对应的

夫妻双方以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
从责任属性上

责任财产的范围。对于共同债务说和连带债务说的

来看，
这里的个人责任兼具补充和无限连带责任的

分歧，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两种学说在价值判断

属性。关于这一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正当性，

结论上存在的不同。

有讨论者认为其既能反映法律设定夫妻共同财产

1. 责任财产的清偿顺位不同

以维护家庭的功能，
又符合设定个人财产以体现个

责任财产是否存在清偿顺位以及具体的清偿

人价值的功能，而“共同共有人对共同债务承担连

顺位是什么，这是共同债务说与连带债务说的关键

带责任是民法的基本原理”
。 因此，可以从夫妻财

区别所在。在共同债务说之下，尽管讨论者对于夫

产共有的角度解释夫妻双方以个人财产辅助承担

妻共同财产未能完全清偿的剩余债务，究竟在夫妻

连带清偿责任的原因。

间以何种责任形式、
以哪些责任财产来进行清偿责

在《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后，亦有讨

任的承担存在不同意见，
但讨论者都认可应当先以

论者对共同债务说的立场表示认同。 有讨论者认

夫妻共同财产承担债务。而在连带债务说之下，连

为包括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在内

带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向任一债务人请求履行全部

的各类夫妻共同债务在性质上均属于共同债务。在

债务，
多数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财产共有关系在所

具体的清偿规则上，
对于共同财产无法完全清偿的

不问。
债务人无法基于债务人之间的内部财产关系

部分，其认为可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由

或彼此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债权人提出抗辩。恰如学

法院判决，但法院的判决应限于按份形式的责任。

者所言，连带之债的成立，在于“不同的义务是同

在确定夫妻各方的具体份额时，
一般认定夫妻双方

一位阶的或者同一顺序的”
。即便是主张补充性连

对不足部分以同等数额分担，
并根据个案情况综合

带债务的讨论者，也仅仅是强调在多数人之债的具

多种因素予以调整。

体清偿过程中，
对各债务人做主次或先后顺序上的

应当明确的是，
共同之债的定性只能决定夫妻

划分，
而这与对具体责任财产确定清偿顺序明显存

共同债务应当先以夫妻共同财产予以清偿，
但对于

在区别。

共同财产无法完全清偿的部分在夫妻间如何分担，

2. 追偿权的发生条件不同

具体是以连带责任形式还是按份责任形式承担，上

在共同债务说之下，
由于先以隔离于共同体成

述问题与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共同之债的定性系完

员个人财产的共同体财产清偿，
不足部分方才发生

全隔离的两个问题。 以同属于共同之债的合伙债

共同体成员以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的问题。
因此，

务为例，当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合伙人以何

债务人内部追偿的发生以特别财产无法完全清偿

种形式，在多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其结论会因

为必要条件。在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如果夫妻

合伙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作为共同之债的夫妻

之间已离婚，或采分别财产制时，并不存在共同财

共同债务存在着多种责任对应模式，
而最终的选择

产，夫或妻可依照双方的约定、离婚协议、法院判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同现有法律规则的契合程度

决书等，对超过其所应当承担的部分向对方行使追

及人们观念的弹性范围。

偿权。 无论如何，在共同债务说之下，只要夫妻
共同财产足以清偿债务，
就不发生内部追偿的问题。

（二）共同债务说与连带债务说的分歧

而连带债务说通说认为，
夫妻一方履行债务超出其

共同债务说与前述连带债务说并非毫无共同

所应当承担份额时，即可获得追偿权。具体份额可

之点。例如，连带债务说中主张有限连带说的观点

根据离婚协议、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确定。在并不

和部分主张共同债务说的观点，
都认同应当适当限

存在此类文书的情形下，
夫妻双方各自的份额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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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债务的一半。由此可见，连带债务说下的追偿权

个脱离了特定类型、
特定群体民事主体私人利益的

发生条件取决于夫妻各方承担的债务份额。

公共利益，肯定不是正当的公共利益。因为一个抽
象的、
跟任何人不相干的公共利益不可能具有正当

（三）
对共同债务说与连带债务说分歧的评析

性。因此任何类型的公共利益都是一定范围内私人

1. 价值共识的寻找

利益的集合，公共利益的讨论不能脱离私人利益。

欲评析共同债务说与连带债务说的分歧，
首先

但在还原之前，
公共利益的受益范围的对象需不特

必须找到与这一分歧有关的价值共识。

定。当我们对夫妻共同债务领域进行观察时即可发

民法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各种

现，在个案中，无论是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

类型的利益折射出不同民事主体不尽相同的价值

人的配偶还是债权人，其范围都是有限且确定的。

诉求。在夫妻共同债务的领域，交织着与债权人利

从更为广阔的社会交往的视角观察，
就未来可能发

益有关的交易安全价值，
以及包括作为共同债务人

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言，
如果认为债权人范围不特

的夫妻利益在内的维系婚姻共同体的价值。
就这两

定，则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人及其配偶的范

项价值而言，
大多数讨论者分享的共识是在夫妻共

围亦不确定，债务人配偶的利益也可以被解释为属

同债务清偿规则的具体设计中，
应当兼顾这两项价

于需要优先得到保障的交易安全价值的内容。
可见，

值，
实现债权人与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夫妻之间的利

这一分析路径并不能得出债权人利益就应当优于

益平衡。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配偶利益得到保

对于这两项价值是否存在位阶关系的问题，换

护的结论。

言之，在两项价值发生冲突时，是否应当舍弃其中

综上所述，在夫妻共同债务的领域，交易安全

的一项，仅保障另一项价值得以实现，持肯定观点

价值与维系婚姻共同体的价值并不存在位阶关系。

者有之。有讨论者从权利主体的数量角度分析，认

正如有讨论者所指出的，
在法秩序中的多元价值互

为债权人利益所代表的是不特定社会交易人的全

为中心、互相支撑和限制，
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
“价

体利益，公正、秩序等多种价值元素都包含于交易

值之网”，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与保护婚姻家庭的

安全价值之中，
因此债权人利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

价值应当妥当平衡。

而债务人一方则仅限于夫妻二人，
因此属于个人利

2. 责任财产清偿顺位的确立

益的范畴。
因个人利益在利益位阶上应让位于社会

关于责任财产清偿顺位的问题，
即是否先以夫

公共利益，
故债权人利益具有优于债务人配偶利益

妻共同财产承担债务的问题，从夫妻共同债务制度

的地位。但在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讨论者看来，

的发展来看，1980 年《婚姻法》第 32 条确立了首

应当警惕对交易安全价值的偏爱态度，并指出《中

先以夫妻共同财产履行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9 条明确表示了对家庭保

的清偿规则。在 2001 年修订的《婚姻法》中，清

护价值的维护，
而交易保护的价值似乎并未上升到

偿规则的表述被更改为“共同偿还”
。对于如何理

宪法层面。这一争论，自然属于民法问题中的价值

解“共同偿还”
，修订后的《婚姻法》第 41 条第 2

判断问题，代表着讨论者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在

句确认，“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

笔者看来，单纯以特定权利主体的数量为标准，将

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
”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

债权人利益界定为社会公共利益，
而将作为债务人

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应当首先以夫妻共同财

的夫妻利益界定为个人利益，并不妥当。公共利益

产承担债务，“协议清偿”仅在夫妻共同财产不足

都具有“可还原性”
，即公共利益必须最终能够还

以完全履行债务的情形下发挥作用。对这一结论，

原为特定类型、特定群体民事主体的私人利益。一

有法官持不同观点，认为“以什么性质的财产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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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债务应视为系债务主体自己的事情……对以

债务之中属于最不利于债权人利益实现的类型，因

什么性质的财产清偿共同债务以及怎样清偿也应

而也就最有利于多数债务人一方的保护。
如前所述，

允许其约定，法律不应加以特别的限定。
” 这一

“多元价值并重”是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大

观点在夫妻双方主动完全履行夫妻共同债务的场

多数讨论者分享的价值共识，秉承价值判断问题的

合当然没有问题。
但如果夫妻双方并未主动履行夫

实体性论证规则，吻合这一价值共识的价值判断结

妻共同债务，
并且夫妻一方同时尚存个人债务有待

论，应当就是可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结论。因此

履行时，
是否存在以某种类型的财产优先履行某种

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确定，
需要兼顾债权人一

类型债务的清偿规则，
则显示出超越夫妻内部关系

方的利益与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夫妻的利益，以妥当

的外部性。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法定的清

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与此相应，主张先以夫妻

偿规则，以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共同财产履行夫妻共同债务的共同债务说就更为

需要注意的是，
主张共同债务说的讨论者常常

可取。
这一清偿规则并不意味着债权人无权就作为

采取如下论证思路：
首先论证夫妻关系在性质上与

共同债务人的夫妻的个人财产获得清偿，
而是赋予

合伙类似，均受共同目的约束，属于相互之间存在

了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夫妻在其个人财产执行上的

约束关系的特殊团体。因此，夫妻债务在性质上就

先诉抗辩权，这未必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但

应与合伙债务一样，同属共同债务。但以夫妻团体

对于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夫妻而言，这一清偿规则既

类比合伙团体的思路，在学术界受到不少质疑。有

顾及了夫妻之间的利益均衡，也有利于简化法律关

讨论者认为，
身份关系基于持续性的共同生活而发

系，减少内部追偿的发生。

生，其与作为经济关系、耦合关系的合伙关系存在

3. 追偿权的取得与行使

本质的差异。在不存在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下，如

在确立了责任财产的清偿顺位后，如果夫妻共

此类比将不利于家庭弱势成员的权益保障。
还有讨

同财产足以清偿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内部自然不存

论者认为，
除合伙的制度与逻辑并不总是适用于婚

在追偿权的问题。但是，如果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

姻语境的问题外，婚姻合伙理论还存在无法解释

清偿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内部就会发生追偿权的取

《婚姻法》上有关继承、赠与所得原则上是夫妻共

得与行使的问题。此时就需要关注夫妻内部追偿权

同财产的规定等逻辑硬伤。

取得的条件，以及夫或者妻一方行使追偿权的诉讼

笔者无意在此探讨夫妻债务与合伙债务在性

时效等问题。

质上是否可比。
在笔者看来，
更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就夫妻内部追偿权取得的条件，
首先需要考察

如果设置责任财产的清偿顺位，
是否具有价值判断

当夫妻共同财产无法完全清偿夫妻共同债务时，未

上的正当性，换言之，是否存在足够充分且正当的

获清偿的部分如何由夫妻来进行分担的问题，
根据

理由。 前文已提及，如果就夫妻共同债务采连带

《婚姻法》第 41 条的规定，应当先由夫妻双方协

债务说，
则债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向夫或妻一人主

商，若协商不成，再由法院判决。通常来说，法院

张，夫妻之间是否存在共同财产，以及共同财产是

在确定夫妻间具体的分担比例时应当基于公平原

否在先承担清偿责任都在所不问。可见，连带债务

则，根据个案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情况，考虑夫

在诸多类型的多数人债务之中，
属于最有利于债权

妻双方实际获利、债务的具体用途、双方的经济能

人利益实现的类型。 这与按份债务明显不同，按

力等因素，
对夫妻间的承担比例进行合理分摊。因

份之债的债权人仅可就特定份额的债权向夫或妻

此，以夫或者妻的个人财产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并不

一方主张，按份债权请求权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

当然发生追偿权的问题，
只有在夫或者妻一方承担

响。因此也可以说，按份债务在诸多类型的多数人

的债务超过了夫妻双方所协商的或法院判决所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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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份额时，
超额承担债务的一方才能就相应部分

不察。考虑到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夫妻之间追偿权

对其配偶享有追偿权。需要说明的是，为保障债权

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自离婚之日起开始计算。

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夫妻之间的承担

五、结语

比例约定不得对抗债权人。还需注意的是，以前文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责任财产范围的讨论为基础，对

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既事关对债权人利益

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而言，
如果夫

的保护，也涉及作为共同债务人的夫妻间的利益分

妻共同财产无法完全清偿，
则仅能由举债人以其个

配。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讨论日趋成熟的背

人财产承担剩余债务。

景下，
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对学术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的不

就夫或者妻一方行使追偿权的诉讼时效问题，
通说主张基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夫或者妻一方对

同观点进行了相应的梳理，
并经过了对类型区分说

于超额清偿部分并不能立即向他方行使追偿权。仅

的否定，对连带债务说的扬弃，以及对共同债务说

当婚姻关系结束时或法定财产制终止时，
追偿权方

的肯定，认为妥当的夫妻共同债务清偿规则应当包

才得以行使。但问题在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括以下内容。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

如果夫妻约定采行分别财产制时，
追偿权是否适用

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夫妻共同债务，

诉讼时效？对此笔者认为，
诉讼时效的制度价值在

应以夫妻全部财产承担债务，债权人与作为共同债

于保护不特定第三人对于权利似乎不存在的事实

务人的夫妻之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第二，夫

状态的信赖利益，
这是诉讼时效制度存在的正当性

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超

依据。在夫妻共同债务领域，追偿权是否适用诉讼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或债权人能够证明该

时效的问题就可以转化为是否存在保护不特定第

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应以夫

三人信赖利益的问题。
考虑到追偿权的行使带来的

妻共同财产与举债人个人财产承担债务。第三，对

法律效果是财产在夫妻间内部的流动，
对于以夫妻

夫妻共同债务，
应当先以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债务的

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的债权人，
通常而言

履行；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

此类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财产系夫妻双方的全部

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

财产，此时诉讼时效制度并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院判决。第四，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承担夫妻共同

但对于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或者

债务，
清偿数额超过夫妻协商或者法院判决确定的

个人债务的债权人来说，
其信赖的对象并不局限于

比例的，自夫妻约定采行分别财产制之日或离婚之

以自己名义举债的债务人的个人财产，
也包括全部

日起有权向另一方追偿，
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

或相应份额的夫妻共同财产，
此时对于债权人来说

离婚之日起开始计算。

就存在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
但诉讼时效制度在客

（责任编辑：马长山）

观上发挥了提示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的作用，

（推送编辑：曹艳琴）

迫使婚姻内部形成锱铢必较的氛围，
负外部性不可

华政学报 | 吴至诚 夫妻债务的英美法系功能比较研究
——以不采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模式为中心
原创：2021-02-08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吴至诚
https://mp.weixin.qq.com/s/EGG-FU5hMBRfdUpfMbFt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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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二）》第 24 条为表，以“用途论”与“推定

作者简介
吴至诚

论”的关系为里。有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指出，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研

“推定论”对夫妻间的非举债方极为不公。有学者

究员、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

则认为，经过修正的“推定论”具有正当性。还有
目次

学者认为通过区分规范的适用情形，可以缓和“推
定论”与“用途论”的冲突。
《夫妻债务司法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出台后，我国夫妻债务制度得到了颠覆性的重构。

二、英美法系传统的源头：用途论的一枝

《夫妻债务司法解释》以“共债共签”为标志的“合

独秀

意论”为起点，辅以“用途论”
，将“推定论”降

三、英美法系的现代主流模式：合意论、

级为隶属于“用途论”适用情形下的证明规则，彻

用途论、推定论的交错

底改变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基于时

四、结论

间的“推定论”
。这种将价值判断的天平从债权人
向非举债方回拨的做法，
受到了实务界的好评和学

摘要：英美法系以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为传

术界的部分赞许。到了 2019 年，
《民法典（草案）
》

统，
但其对我国仍有功能比较意义上的解释论价值。

也全盘接纳了《夫妻债务司法解释》
，分别体现于

英美法系早期的夫妻人格合一带来了必需品代理

年中的“婚姻家庭编”二审稿第 840 条之一，以及

制度，与大陆法系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类似，旨在

年末第一次合编版的草案第 1064 条，终成《民法

强化夫妻共同体而非保护债权人。对“家庭日常生

典》第 1064 条。

活需要”的认定不应排除夫妻分居期间，且应以特

虽然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已

定当事人夫妻同居期间的消费水平为标准。
英美法

颇为丰富，但从比较法研究的角度，可以发现我国

系的现行主流模式，以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下的

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还是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

“合意论”为起点，通过不当影响制度，将“用途

英美法系的研究则较为薄弱。以美国为例，固然有

论”限制在合意证据不足的情形，并辅以仅作为证

采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 10 个州可供我国借鉴，有

明方式存在的“推定论”
，与我国当下以“共债共

学者已对此做了专门研究。但是，10 个州在美国

签”为出发点的立场大同小异。以非举债方对举债

显然属于少数派，而且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州的地理

方以后者个人名义为夫妻双方举债的同意存在与

位置与历史变迁就会发现，
它们中的多数或是来源

否为标尺，
可用于认定夫妻债务语境下各类债务的

于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那），或是来源于美墨战

性质。

争前的墨西哥——原西班牙殖民地（亚利桑那、加
关键词：夫妻连带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

分

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得克萨斯），都深

别财产制 必需品代理 不当影响

受大陆法传统的影响，并不能代表美国对英美法传
统的沿袭。相反，受英国法的影响，无论是美国的

一、问题的提出

大多数州，还是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对

新加坡及我国香港地区等法域，
它们在历史上采行

外举债，在何种情形下会被认定为夫妻连带债务、

的都是夫妻主体资格合一和必需品代理制度，
当下

夫妻共同债务或举债方的个人债务，
始终受到法律

采行的也都是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
除非有特别约

界和社会的双重关注。 2018 年《夫妻债务司法解

定或少数情况下的推定，
夫妻原则上不因结婚产生

释》出台之前，学术界的核心争议以《婚姻法司法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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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债务（community debt）
。因此，英美法传统模

额外的保护，如妻子无须偿还丈夫的债务；妻子犯

式虽然可以与大陆法进行以“夫妻连带债务”为题

罪时若丈夫在场，法律推定其受到丈夫的胁迫，没

的概念比较研究，但很难进行以“夫妻共同债务”

有相反证据，妻子不承担刑事责任。但另一方面，

为题的概念比较研究。不过，如果沿着功能比较的

却也给妻子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便，
因为妻子没有

思路，将问题设定为“夫妻一方以双方或单方名义

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也就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也没

承担债务的法律后果”
，并以“合意论”
“用途论”

有诉讼主体资格。当妻子遭受侵权行为时，只能让

“推定论”的关系作为切入点进行功能比较，依然

丈夫起诉第三方侵权人；
当妻子与丈夫之间发生侵

可以得出不少有趣的观察结果，颇有借鉴意义。我

权纠纷时，双方互相不负侵权责任。早期普通法严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夫妻债务制度的系统化处

格遵循主体资格合一，衡平法则不完全遵循，但衡

理，
虽兼有解释选择、
价值判断与立法技术的元素，

平法也只是承认已婚妇女的财产权，
允许她以自己

但作为其前提的事实判断问题——全面的比较法

的特定财产对外承担担保责任，
却不允许她以个人

考察亦属必要。
鉴于学术界已经回答了大陆法系主

的全部责任财产承担一般性的合同责任。因此，妻

要法域及采行共同财产制的美国少数州的事实判

子无法与外界产生合同关系，当她独自出行时，买

断问题，
本文拟分析不采行共同财产制的英美法系

卖、借款、住宿、餐饮等衣食住行都举步维艰。

主要法域，以期完成事实判断问题的比较法拼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法从 14 世纪开始，

并指出其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夫妻债务规则的

到 16 世纪逐渐演化出了必需品代理制度（agency

解释论意义。

of necessity）
。此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一般情况
下，如果没有丈夫的授权，妻子对外的交易行为属

二、英美法系传统的源头：用途论的一枝独秀

效力待定，丈夫不追认则合同无效；但当妻子购买

一个完备的功能比较，
有赖于对制度溯源的梳

的是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时，虽然妻子没有自

理。考察必需品代理制度在英国的流变史可知，其

主行为能力，但法律视其具有他主行为能力——即

产生原因在于调和妻子主体资格的非独立性，
所以

使丈夫对妻子的必需品交易行为没有授权，法律仍

其功能的落脚点是有利于保障妻子的日常生活。由

将妻子视为丈夫的代理人，可以“质押她丈夫的信

于必需品代理制度与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宗旨

用”
（pledge her husband’s credit），向店家赊

类似，
二者都隐含着
“以用途定债务”
的规范逻辑，

账，使丈夫承担代理的法律后果，即作为债权人的

所以在构建《民法典》第 1064 条的解释论时，必

店家，有权向丈夫主张债务，要求丈夫偿还赊账。

需品代理制度中的债务认定标准可资借鉴。

早先，丈夫如果不想承担债务，就必须在交易完成
前及时通知债权人，
让债权人知道妻子没有丈夫的

（一）主体资格合一与必需品代理制度

授权。后来，法律不再允许丈夫仅凭单方行为就消
早期英国法对夫妻关系的基本认知是
“一副躯

灭法律对妻子拟制的代理权授予。当然，如果妻子

体，两个灵魂”
（two souls in one flesh）
，结婚

与债权人恶意串通，
那么丈夫可以免于承担被代理

最主要的法律后果就是主体资格的合一
（doctrine

人的责任。从代理法的视角看，虽然必需品代理制

of unity）
。布莱克斯通将其描述为：
“女性的主体

度是一种非典型的紧急事务代理，因为一般语境下

资格在结婚时中止，
或者说被合并且融入了丈夫的

的紧急事务代理，是指代理人为了满足被代理人的

主体资格。
” “Coverture”一词，就是英美法描

急迫需求而擅自行事，但夫妻语境下的必需品代理，

述已婚妇女在法律上无民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则是指代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急迫需求而擅自行

的专有术语。
这种单向的法律拟制一方面给了妻子

事。有代理法学者因此认为，这仿佛是婚姻法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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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固有制度解决妻子的需求，
所以就对代理

年之前，由于妻子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法的制度进行了削足适履般的改造，
以实现婚姻法

也就根本没有负担个人债务、连带债务、共同债务

的价值取向。

的可能性。即使是在 1882 年之后，由于妻子是丈

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主体资格合一与必需品

夫的代理人，法律效果自然由丈夫个人承担。

代理制度已逐渐不能适应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

必需品代理制度与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最

英国社会，
引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制定法改

大共同点是立法目的。我国学者对大陆法系日常家

革。 其中 1882 年《已婚妇女财产法》第 1 条明确

事代理权制度立法目的的理解大体有两种。第一种

承认了妻子的民事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是居中持重地认为该制度是便利家庭生活、尊重个

并且规定：妻子婚后所得与婚前所得一样，都是妻

人意思自治及保护交易安全三种价值平衡的产物。

子的个人财产；妻子对外举债，原则上就是妻子的

第二种是鲜明地指出家事代理理论旨在强化夫妻

个人债务，以其全部个人财产承担责任；如果资不

这一扶养共同体，不以保护债权人为首要目的，甚

抵债，则妻子视同未婚女性，触发个人破产，不牵

至不以保护债权人为目的。
通过限定日常家事代理

连丈夫。自此，有个人财产的妻子获得了民事权利

权的适用范围，
采纳客观标准认定家庭日常生活所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没有个人财产的妻子则仍然

需，日常家事代理权间接地发挥了保护交易安全的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到了 1935 年，议会在侵权领

作用，
但这只是该制度的反射效果、附带效果而已。

域的制定法中又一次明确了前述立场，
并通过创设

与上述第二种观点类似，
必需品代理制度的本

一系列例外规则，
限制了主体资格合一与必需品代

意也不是为了保护债权人，
而是为了强化夫妻共同

理制度的适用空间，但终究没有明确废除它们。

体，方便妻子的日常生活，不至于被主体资格合一

1970 年，英国议会正式废除了必需品代理制度。

的法律拟制束缚手脚，无法出门赊账购物、获得借

到了 1982 年，夫妻主体资格合一的法律拟制也被

款。必需品代理制度中“代理”的范围，不限于妻

判例宣告废止，
妻子最终获得了完全的民事行为能

子购买自用的必需品，还包括妻子为子女购买的必

力。在 1882 年至 1982 年间，英国的司法实践基本

需品。而且，“必需品”的范围，不限于衣服、食

将与丈夫同居的妻子和与丈夫分居的妻子区别对

物等动产，还包括住宿、医疗、子女教育等服务。

待——前者的婚内所得仍属于丈夫，
对外的民事法

由此可知，
虽然从必需品代理制度中直接受益的人

律行为只能依赖必需品代理制度，
由丈夫承担债务；

是妻子，但该制度的立法本意不仅是保护妻子，更

只有后者才被法院认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并以婚

是维系由丈夫、妻子、子女组成的传统家庭，即强

内所得的个人财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当然，如

化夫妻共同体。

果分居的妻子购买的是生活必需品，
则丈夫仍然需

至于必需品代理制度可以让债权人向作为被

要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承担债务。

代理人的丈夫求偿，该制度看似是保护了债权人，
或可类比表见代理。
但这其实只是该制度的副产品

（二）
必需品代理制度与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而已，
因为债权人其实没有从这项制度中额外受惠

英国的必需品代理制度与德国的日常家事代

——假设没有必需品代理制度，
丈夫就需要自己出

理权制度在法律后果上的主要区别是债的性质。家

门赊账购物、获得借款，债权人自然也就可以直接

事代理交易中产生的债务，根据立法例的不同，或

向丈夫主张权利，并没有因必需品代理制度的缺失

是夫妻连带债务，或是共同债务，或是补充债务，

而蒙受任何不利。即使在 1882 年以后分居的妻子

但不会是个人债务。 与此相反，必需品代理交易

对外举债，假设没有必需品代理制度，固然债权人

产生的债务，一定是丈夫的个人债务。因为在 1882

可申请强制执行的责任财产范围从丈夫的责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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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变成了妻子的责任财产，
但债权人的交易预期也

关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学理解释，我国

会因该制度的缺失而降低，
不会产生债权人预期利

学者的观点略有分歧。
（1）有学者采当事人夫妻同

益与实际受偿利益之间的落差。作为理性人，债权

居时的生活标准，认为不超过当事人夫妻家庭年收

人自然会因此减少放贷额度，
或将合同条款设置得

入的两倍的借款属于小额借款，可推定为“家庭日

更加苛刻。因此，真正蒙受必需品代理制度缺失的

常生活需要”的债务，
大额借款则仅转移举证负担，

不利后果的，恰恰是妻子，而非债权人。所以，必

在实体上不绝对排除共同债务的可能，对借款以外

需品代理制度旨在保护的，不应认为是债权人，而

的其他合同则采客观真实标准，可称“特定当事人

应是夫妻共同体。

标准”
。这种看法将视角专注于当事人夫妻内部，
判断时不受阶层甚至一般人消费水准的影响，
与前

（三）
必需品代理制度与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述英国法中的家庭池观念较为相符。
（2）有学者则

必需品代理制度虽然成了历史，
但它对我国现

相对保守，建议采同类夫妻同居时的生活标准，按

行用途论规则仍有解释论上的借鉴意义。
《民法典》

同阶层夫妻的平均消费水准判断债务数额是否属

第 1064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即《夫妻债务司法解

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可称“同阶层当事人标

释》第 2 条和第 3 条描述的“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准”。如此，则一对惯于高消费的中产夫妻在发生

所负的债务”及“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家事代理争议时，法院需要迁就一般的中产夫妻判

务”
，其外延应如何界定？当夫妻同居时，
“家庭日

断消费水准，势必降低当事人夫妻属于家事代理的

常生活”比较容易界定。但当夫妻分居时，即便将

债务天花板。
（3）
还有学者采取了更为保守的态度，

随夫妻一方生活的子女的抚养教育支出解释进
“家

认为只要消费属于一般人意义上的奢侈性消费和

庭日常生活”
，然而能否据此要求夫妻一方为另一

过度消费，就不应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方分居期间的个人生活消费共同买单，
以及按怎样

可称“一般当事人标准”
。如此，则不仅高消费中

的标准确定责任范围，就留下了较大的解释空间。

产夫妻的债务天花板被大幅度降低，
并且子女海外

英国法也曾有过类似的疑虑，
责任范围的可选

留学的费用也不能被算入连带“报销额度”范围，

标准有以下四种：
（1）仅限维持妻子基本生活的必

哪怕子女之前多就读于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等高消

需支出；
（2）根据丈夫分居时的生活标准；
（3）根

费教育机构。

据妻子分居时的生活标准；
（4）根据夫妻同居时的

结合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和必需品代理制度的

生活标准。通说认为，标准（4）更合理，也更得

设计本意，笔者认为上述观点（1）较为可取。如

法院支持。根据丹宁勋爵（Lord Denning）的观点，

前所述，这两个制度涉及的本意是保障夫妻弱势方

无论丈夫和妻子之中谁的经济条件更好，
他们的家

的利益，至于债权人利益的兼顾，只是客观达成的

庭日常生活都应当按照“家庭池”
（family pool）

附带效果而已，
不能为了保护债权人使内部求偿的

的观念确定。只要没有离婚，分居的夫妻也应像同

夫妻一方蒙受不利。所以虽然上述观点（2）和（3）

居时那样互相扶助，做到补不足而损有余。当然，

的外观性渐次递增，但观点（1）更立足于保护特

纯奢侈品（articles of mere luxury）消费无论

定夫妻关系中的弱势方，
让弱势方和其子女无论在

如何不能纳入“家庭日常生活”的概念，哪怕购买

同居还是分居时，都能延续各自的消费水准，符合

奢侈品是夫妻同居时一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

制度设计的本意。而且，更具外观性的观点（2）

纯奢侈品和奢侈型用品（luxurious articles of

和（3）未必总是比观点（1）更能起到保护债权人

utility）是不同的概念，虽然二者的边界有灰色

的效果，因为当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其与债务人之

地带，但依然可资借鉴。

间发生的高消费债务
（如自己的奢侈型用品或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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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额学费）
符合该债务人及其子女一直以来的消

只要举债方是实际抚养孩子的一方，
那么不管是为

费观时，在观点（2）的解释论下，债务人配偶可

自己还是为子女产生的债务，法院都不能仅仅因为

以根据该消费不符合同阶层消费习惯抗辩；
在观点

夫妻分居的事实就认定其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3）的解释论下，债务人配偶可以轻松地依据一

的范畴，而是要考虑分居的具体原因，即过错是否

般人的生活水准抗辩；只有在观点（1）的解释论

在实际抚养子女的一方，再行定夺。

下，
债务人配偶才无法以该消费系奢侈品为由抗辩。

三、英美法系的现代主流模式：

总之，用债务的“大额小额”作为“家庭日常生活

合意论、用途论、推定论的交错

需要”原则性的界定标准本无可厚非，但判定某笔

我国夫妻债务规则解释论的两大学理难点是：

债务属于大额债务还是小额债务时，
应根据特定当
事人夫妻同居期间的生活水准和消费习惯判断。这

如何理解合意与连带债务的关系，以及日常家事代

种“特定当事人标准”无须受到该夫妻同阶层甚至

理与共同债务的关系。日常家事代理毫无疑问是法

当地一般人的消费习惯的影响；
不能仅因当地法院

律的拟制，
连带债务与共同债务也都可因法律拟制

有了“大额小额”的指导界限（如 10 万或 20 万），

而产生——那么日常家事代理场景下一方的行为

就一刀切地认为超出界限金额的债务就是举债方

“对双方发生效力”的法律后果，是均产生连带债

的个人债务。用通俗的话概括：认定一笔借款是否

务，还是均产生共同债务，抑或是仍须分情况讨论？

属于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完全

英国法对此问题的理解有参考价值。

是“这对夫妻”的事，不是“这类夫妻”的事，更

（一）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与合意论

不是“全体夫妻”的事。
除上述认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可采特定当

虽然英国在 1970 年和 1982 年分别废止了必

事人标准外，
英国法必需品代理制度对我国夫妻债

需品代理制度和夫妻主体资格合一制度，
但由于缺

务解释论的另一个借鉴之处是，
当夫妻双方分居时，

乏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的传统，
以英国为首的英美

亲自抚养孩子的一方无论是为自己的还是为孩子

法系主要法域都没有将“夫妻共同债务+连带债务

的日常家庭生活支出，原则上均可归入英国法的

+补充债务”
的欧陆立法例接纳为自己的主流模式，

“必需品”
范畴，
即我国法上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而是直接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夫妻的财产和债

的范畴。 但是，这仅限于实际抚养孩子的一方没

务全部独立。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下，妻子的债权

有过错的情形，比如因产后抑郁，将子女带回娘家

人原则上不能向丈夫主张债权。
当然作为原则性规

抚养而与配偶分居。相反，如果实际抚养子女的一

定，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也不排除双方基于合意特

方是因为通奸而与配偶分居，
那么支出就不能归入

别约定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可能。

必需品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畴。对于分居

有趣的是，
由于我国和欧陆主要法域均早已将

的语境，我国也有法院表达过态度。
《浙江省高级

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视为通例，
因此对于不少大陆

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

法系学者而言，
初次听闻英美法系的夫妻法定分别

知》第 2 条指出，如果“债务发生于夫妻分居、离

财产制时，会颇感惊讶。除婚姻家庭领域的上述制

婚诉讼等夫妻关系不安宁期间，
债权人知道或应当

定法条款外，英国采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的重要佐

知道的”
，那么这种情形属于“各级法院认定‘超

证来自合同法的“不当影响”（undue influence）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
。用

制度。不当影响是指，合同一方没有采取公开威胁

英国法的上述判例规则解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方式，而是利用了自己对合同相对方的潜在影响

的意见，
就应认为，
即使债务发生于夫妻分居期间，

力，或根本没有采取威胁的方式，而是滥用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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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方对自己的信赖。
英国之所以很早确立了不当

之债极少。如此，“共债共签”的本质问题，就是

影响作为介于意思表示不真实（如欺诈）与意思表

如何将合同法中意思表示不真实的一般规则，
适用

示不自由（如胁迫）之间的、合同的可撤销事由之

于婚姻家庭法中夫妻债务的特殊语境。

一，其主要的现实驱动因素，正是夫妻法定分别财

在英国，面对债权人偿还债务的请求，妻子往

产制下，妻子为丈夫的举债提供担保的行为。对比

往会主张自己受到了不当影响，
要求撤销担保行为，

德国和英国可知，在德国，基于日常家事代理权制

以躲避对个人财产或共有份额的强制执行。从理论

度，丈夫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在没有妻子授权

上讲，
不当影响是介于意思表示不真实和意思表示

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该交易产生的债

不自由之间的一种可撤销事由，
其目的是填补漏洞，

务不是丈夫的个人债务。
所以无论债权人申请强制

防止合同一方通过欺诈和胁迫之间灰色地带的不

执行的标的是夫妻的共同财产还是妻子的个人财

当行为获利。 和欺诈、重大误解不同，涉及不当

产，
都不以妻子签署保证合同或创设抵押权为前提。

影响的合同双方不存在认识错误，所以算不上狭义

相反，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英国，由于现代英国

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和胁迫不同，涉及不当影响的

法采法定分别财产制，不承认日常家事代理权，也

合同双方不存在人身或财产的强制，
进而产生恐惧，

不承认夫妻共同债务，
债权人就必须得到妻子的签

甚至没有经济状况上的强制，所以也算不上狭义的

字，将债的性质确定为夫妻连带债务，才能执行妻

意思表示不自由。从实然角度看，不当影响不是我

子名下的财产。
如果夫妻约定了对特定财产的分权

国《民法典》总则编承认的法律行为可撤销事由；

共有（tenancy in common）
，在没有妻子签字的情

但从应然角度看，考虑到不当影响针对的情形，在

况下，无论丈夫破产与否，债权人同样不能强制执

价值判断上确实应当允许行为人行使撤销权。
对此，

行妻子的共有份额。
即使夫妻约定了对特定财产的

有以下两种解释选择方案可采。方案一：扩张解释

联权共有（joint tenancy）
，此联权共有也会因债

“胁迫”。有学者指出，我国法上的胁迫概念存在

权人的强制执行申请触发“分离”
（severance）
，

较大解释空间。 沿着这种思路，或许可以将丈夫

导致其被降级为分权共有，
导致债权人依然不能强

对妻子的不当影响解释为广义的胁迫——保持胁

制执行妻子在共有关系中的相应份额。
受英国法的

迫的行为要件中的“胁迫必须是现实的、紧迫的”

影响，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我国香港地区也同样如

不变，
但将胁迫的行为要件中关于被胁迫方产生的

此。

恐惧，从财产、人身损害扩张至身份关系的动摇，

英国的夫妻法定分别财产制，
是以合意论为判

如让配偶产生拒绝共签就会迎来离婚、冷暴力等后

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起点，这与我国《夫妻债务司法

果的恐惧。方案二：扩张解释“意思表示真实”。

解释》第 1 条异曲同工。英美法传统虽然不存在法

有学者指出，《民法典》总则编对法律行为一般生

定的夫妻共同债务，但夫妻基于合意，通过双方的

效要件采取正面列举式的做法，
相比负面清单式的

签字或追认，
可以将特定债务设置成夫妻连带债务

做法，有未尽周延、不够准确、失之过宽、误导作

（如抵押妻子一人名下的房屋）
，或功能上的夫妻

用等弊端。但福祸相依，正面列举式的做法恰恰给

共同债务（如抵押夫妻双方名下的房屋）
。在这种

我国在价值判断层面接纳不当影响制度留下了解

情况下，规则的起点确实是“共债共签”
。但合意

释空间——虽然不当影响的典型情形介于负面清

论并非停留于签字的表面，
它要求行为人的意思表

单中的欺诈与胁迫之间，
无法找到可对应的
“鸽笼”，

示必须真实有效。 在我国，有实证研究指出，夫

但根据《民法典》第 143 条的正面清单，由于在不

妻债务的司法实践绝大多数为合同之债，
其中以借

当影响下的共签算不上“意思表示真实”
，故可在

款合同纠纷为最多，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解释论上认定该共签不属于有效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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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当影响制度中合意论、用途论、推定

的废止，一度式微的用途论趁机卷土重来。具体而

论的关系

言，无论妻子通过证据还是推定证明了自己担保行
为的意思表示瑕疵，
只要她想基于不当影响行使撤

根据证明方式的不同，
不当影响可进一步二分

销权，就必须证明这项交易对她有明显不利。在

为：实际的不当影响，即基于证据直接证明不当影

BCCI v. Aboody 案中，妻子虽然有证据证明在丈

响的存在，以及推定的不当影响，即基于特定的信

夫的不当影响下，她签了三份保证合同和三份抵押

赖关系，一方对另一方的财务决策有较强影响时，

合同，
但上诉法院还是允许了债权人强制执行她抵

推定存在不当影响，可用相反证据推翻。 从过往

押的个人房产在内的全部个人财产。这是因为，借

案件来看，
由于实际的不当影响需要妻子提供证据

款虽然没有被直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但资金

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不当影响，
导致这条路在实践

确实注入了只有夫妻二人持股的公司。虽然妻子只

中很难走通。
往往只有丈夫对妻子有足够明显的支

持有公司股权，不参与公司实际管理，丈夫则不决

配外观甚至霸凌行为时，
妻子才能成功主张实际的

定家庭事务，但由于妻子持家的经济来源正是这个

不当影响。例如，在丈夫的怒吼和事务律师的双重

公司的盈利，所以这笔借款属于为了夫妻共同生产

压力下，妻子含泪在担保合同上签了字，在自己的

经营而产生的债务，不算对妻子“明显不利”
，妻

房屋上设定了抵押权。基于如此明显的、几乎接近

子也就不能适用不当影响撤销自己的担保行为。反

胁迫的事实，妻子才能通过不当影响撤销合同，使

面理解“明显不利”可知，此标准其实就是受益标

自己的财产免于债权人的强制执行。相比之下，推

准，体现的正是用途论。

定的不当影响由于举证责任倒置，
似乎是妻子撤销

但合意论也随即进行了反击。毕竟从英国法传

“共签”较简单的路。但是，英美法传统中可以推

统理论上讲，意思表示瑕疵和合同可撤销之间不应

定存在不当影响的法律关系，
大多与信义关系重合，

有过渡地带，除非意思表示的瑕疵针对的不是合同

比如父母对子女、 非亲子关系的监护人对被监护

的主要内容。因此，英国上议院在 CIBC Mortgages

人、事务律师与当事人、医生对病人，或多或少都

plc v. Pitt 案中，推翻了上诉法院在 BCCI v.

会负有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
。但夫妻关系

Aboody 案中的判例。上议院认为，基于实际的不

不同，法律很难认为丈夫对妻子负有信义义务，因

当影响撤销担保行为，由于妻子已用证据清楚地证

此也就不愿意推定丈夫对妻子存在不当影响。
正如

明了丈夫对其施加的不当影响，
那就不再以妻子承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指出的，出于对传统观念中“男

受明显不利为额外的必要条件；
但基于推定的不当

主外女主内”的维护，法律不应该否定评价妻子在

影响撤销担保行为，由于推定的弱证明力，以及普

对外担保等事务上，
对自己的丈夫基于感情的顺从

通法判例更新的技术原因
（该案系实际的不当影响

和经济支持。
但是，
随着妻子从属身份的逐渐淡化，

而非推定的不当影响），仍然将妻子承受明显不利

法律也不得不从身份论转向合意论。到了 20 世纪

视为认定连带债务的重要因素，
因为明显不利的事

末期，
与判断信义关系的一般标准是信任与依赖类

实可被妻子用于证明自己的担保合意不存在。
此外，

似，英国上议院也在 Barclays Bank v. O’Brien

也有英国学者从法社会学角度对用途论提出了质

案中声明，
只要妻子确实将自己过往的财务大事决

疑，认为所谓的妻子参与经营标准，即使妻子拥有

策都交给了丈夫，
那么就可以推定丈夫对妻子存在

50%的份额，实际上也做不到和丈夫平均分利；至

不当影响。这样，妻子的证明负担大大降低，合意

于妻子受益标准，即使妻子掌握家庭财权，房产归

论的地位被进一步巩固。

于自己名下，本质上还是为了丈夫的事业提供担保，

但也正是在不当影响制度中，
随着必需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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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的传统家庭结构而言，用途论其实做不到夫

释（二）》第 24 条第 1 款基于时间的夫妻共同债务

妻内部的权责一致。 不过总的来说，用途论还是

推定规则相比，
《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第 3 条将其

成功地与必需品代理制度解除了绑定，
在以合意论

限缩为隶属于用途论下的证明工具。
对于夫妻一方

为主导的现代英国法体系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即在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非举债方

推定的不当影响语境下，
发挥着确定合意的辅助功

仅需举证证明该债务系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能，起到了保护债权人的作用。

就可推定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
使个人财产免于承
担债务，除非债权人能举出相反证据，
将推定推翻。

（三）合意论、用途论、推定论三者关系的中

如此，
推定论就从原先足以和用途论分庭抗礼的强

英比较

势地位，退回了“推定”一词作为证明规则的本来

从功能比较的角度可知，
对合意论与用途论关

位置。英国法中推定的地位也是如此，它只能作为

系的理解，
现代英国法与我国法的现行立场存在差

证明的方式存在，绝不可能成为认定共同债务的原

异：
用途论在英国法中只起到
“小修小补”
的作用，

则。

无法适用于连共签外观都不存在，
比如连妻子的签

至于合意论与推定论的关系，现代英国法与我

字都没有的情形。
只有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妻子意

国现行法的立场总体一致，
都重视合意在确认夫妻

思表示真实有效的情况下，
债权人才能援引用途论，

债务性质时的标尺地位，不因“推定”这一证明方

通过证明这笔借款确实让妻子间接获益、不构成

式的适用而改变。CIBC Mortgages plc v. Pitt

“明显不利”
，以补足妻子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

案对 BCCI v. Aboody 案关于不当影响规则的推翻，

但在我国法中，用途论的适用情形更广，既包括合

体现了英国法上夫妻连带债务须以合意存在为前

意不明确，也包括合意不存在——即使在“共债共

提的立场。
这个立场在我国夫妻债务领域虽然没有

签”合意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只要借款确实用于

明言，但《民法典》第 178 条第 3 款规定：“连带

夫妻日常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
债务人就能通过用

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基于体系融

途论防止目标债务被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贯的理念，
将上述连带责任的一般规则适用于夫妻

此外，
英国法用途论中的
“明显不利”
即受益标准，

债务特殊语境可知，
除非在夫妻债务领域有法律的

还可与我国的“受益理论”进行功能比较——有法

明确规定，
否则想要认定某情形下的夫妻债务为连

官认为，
在执行债务人配偶财产可适用受益理论的

带债务，必须基于举债方与非举债方的合意，而非

语境下，民事主体仅在受益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应当将某种债务认定为连带债务”
的合理性论证。

不受益不担责。
比如夫妻一方在日常家事代理之外

所谓举债方与非举债方的合意，
其核心非举债方对

举债，
债权人虽不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举债方以后者个人名义为夫妻双方举债的同意，其

或者共同生产经营，
但却能证明非举债方确实从中

形式不限，
既可以是事前同意，也可以是事后追认。

受益，那么根据受益理论的价值判断，夫妻共同债

（四）对《民法典》第 1064 条的解释论启示

务可以受益范围为限。
受益标准在英国的地位是隶
属于合意论之下，用于确定是否存在不当影响，进

无论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还是

而确认共签合意真实有效的工具；
受益标准在我国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学理中的地位，则是与合意论并行，在无法通过合

抑或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用于共同生产经营所

意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下，
才能适用受益标准。

负的债务，学术界对这三类债务性质的意见不一。

但对用途论与推定论关系的理解，
现代英国法

但各学说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
即对上述三类债务

与我国现行法的立场不谋而合：与《婚姻法司法解

中的某类，要么一律定性为连带债务，要么一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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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共同债务。然而，这种解释论不符合连带债务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肯定不属于举债方的个人债务；

体系的融贯。
正确的做法应是，
对于其中任何一类，

至于该债务具体是共同债务还是连带债务，则不是

都不应做
“一刀切”
的定性，
而应秉持合意的标准，

拟制的内容，须根据非举债方的合意存在与否，分

一以贯之，即：若举债方与非举债方有合意，则为

情形认定，即此处情形二与情形三。

连带债务；若举债方与非举债方无合意，哪怕非举

情形四（用途论+推定论）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债方知情乃至受益，也只能算作共同债务。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以此解读《民法典》第 1064 条，可将其拆分

负的债务，将被推定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责任财

为五种情形，分别认定债务的性质。

产为举债方的个人财产及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享

情形一（合意论）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

有的相应份额，
不包括非举债方的个人财产及其在

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为夫

夫妻共同财产中享有的相应份额。当然，这个推定

妻共同债务，责任财产为丈夫个人财产、妻子个人

可被相反证据推翻——如果债权人用证据证明该

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三部分。

债务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但无法

情形二（合意论+用途论）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证明该债务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则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责任财产同情形三。

的债务，
如果非举债方存在对举债方以个人名义为

情形五（合意论+推定论）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夫妻双方举债的同意，则该债务为夫妻连带债务，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责任财产同情形一。

负的债务，将被推定为举债方的个人债务，可用相

情形三（用途论）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反证据推翻。如果债权人能够用相反证据证明该债

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务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
则无论他

如果非举债方不存在对举债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

是否还举证证明了该债务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双方举债的同意，则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责任

同生产经营，该债务均为夫妻连带债务，责任财产

财产为举债方的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
不包

同情形一。

括非举债方的个人财产。之所以“家庭日常生活”

四、结论

情形可能存在连带债务（情形二）与共同债务（情
形三）两种可能，是因为作为法律概念的，出现于

随着我国《民法典》第 1064 条对《夫妻债务

《民法典》第 1064 条的“夫妻共同债务”为广义

司法解释》的全盘接纳，与数年前的规则相比，夫

的共同债务概念，
兼指法学概念的狭义共同债务和

妻债务的现行法律规则大体已更趋近于我国民众

连带债务。这样断言是因为《民法典》第 1064 条

的价值共识，不过仍有细化解释的空间。在英美法

的“夫妻共同债务”完全不可以被理解为狭义的共

系占主流的、不采行共同财产制的传统模式，虽在

同债务，否则就会产生该条第 1 款前段“共债共

概念层面的比较法意义有限，但在功能层面，对我

签”
竟也只能产生狭义共同债务而非连带债务的荒

国民法典时代夫妻债务规则的解释论有如下借鉴

唐结果。另外，基于这点可知，虽然第 1 款后段

意义。
第一，
产生于夫妻人格合一时代的必需品代理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制度，旨在便利妻子、强化夫妻共同体，只是附带

存在法律拟制，
但这个法律拟制的内容不是非举债

保护债权人而已。此制度下关于责任范围的认定，

方的合意，
而是基于对原文的反对解释——夫妻一

与我国认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在功能上相似，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解释论上不应排除夫妻分居的情形，
只要举债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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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居的原因不存在过错即可。
关于特定金额的借

义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
无论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

款是否落入此范畴，
应以特定当事人夫妻同居期间

要所负的债务，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于共同

的消费水平为标准，
而非参考同阶层甚至当地的一

生活所负的债务，还是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

般消费标准。

于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对于其中任何一类，

第二，
当代英美法系夫妻债务主流模式中不存

都不应认为其一律属于连带债务或一律属于狭义

在狭义共同债务，
夫妻连带债务则以合意即被动方

共同债务，而应秉持合意的标准，即：若举债方与

对举债发起方以后者举债行为的同意为认定标准。

非举债方有合意，至少须有非举债方对举债方以后

在认定合意有无瑕疵时，
主要考察被动方是否受到

者个人名义为夫妻双方举债的同意，
则为连带债务；

了来自举债发起方实际或推定的不当影响，
以及在

若举债方与非举债方无合意，哪怕非举债方知情乃

推定的不当影响情形下，
是否存在补全合意的事由，

至受益，也只能算作狭义共同债务。

即被动方确实从夫妻共同经营中获益。
其对我国法

（责任编辑：马长山）

的解释论意义是：
《民法典》第 1064 条所涉两类广

（推送编辑：陈嘉瑞）

曹刚：给“代孕”一个道德理由
原创：2021-02-08 中国伦理在线 曹刚
https://mp.weixin.qq.com/s/p7XPaoJdwO_HMRlf9H5xOg

多种多样，有一种理由，既能让自己心安理得，又
能避免别人说三道四，这种理由，就是道德理由，
一种可以为行为的正当性辩护的理由。道德理由有
三个特点：一是普遍的。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
觉得”，
这话出自芒果台综艺节目
《中餐厅第 3 季》
的嘉宾黄晓明之口，被称为“明言明语”
。这是霸
道总裁的行事逻辑，但不是行为的道德理由。行为
的道德理由应该是，我要我觉得，还要你觉得，也
要他觉得，也就是大家都觉得。用康德的语气说，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曹刚教授

真正的道德理由是能够被普遍化的，
只要是有理性
的人都会同意的理由。二是规范的。道德理由给我

随着郑爽被封杀，郑爽“代孕及疑似弃养”事
件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关于代孕问题的争议，

们的是应当如此行为的义务，而不是为什么如此行

却依然热度不减。
网络舆论似乎一边倒地谴责代孕

为的因果关系的事实描述。譬如，为什么郑爽要找

行为，
但代孕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如果仍有可辩护

代孕？吃瓜群众说，这是因为她要保持身材，她爸

的空间，那么道德理由是什么？如果真错了，又错

说是因为她身体有问题。
但这些理由不过是对郑爽

在哪里？

代孕动机的描述和解释，并不能说明，她找别人帮
她生孩子的代孕行为是好的，是对的，是应当的。

一、为何要为“代孕”寻求道德理由？

三是实践的。道德理由不只是提供辩护的力量，还

做事总得要个理由，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理由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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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必然激发我们去采取行动。换言之，如果你

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的解释是：
“一

认为代孕是正当的，那么，设身处地，你也会愿意

部法律的制定是对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作出明文

选择代孕，如果你是立法者，就会愿意推动代孕的

规定，而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暂不涉及，这不仅

合法化。

可以提高法律出台的效率，
也是不让有争议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给代孕一个道德理由，
就必须符合

过于草率地写入法律，以免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道德理由的性质和特征。问题是，当下汹涌的网络

可见，
代孕的相关立法需要进一步寻求关于代孕的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否认代孕的正当性，
我们为什么

道德共识。

还要给代孕找个道德理由呢？

3、代孕是个大家族，其成员众多，情况各异，

1、代孕的道德性质还未有定论。如果有定论

好与坏，善与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可以根据代

就不必费此心思了。
譬如传统意义上的
“借腹生子”，

孕母亲与所孕育子女之间是否存在基因联系而区

如典妻、质妻、包二奶之类，就是不正当的，这个

别为完全代孕与部分代孕；
我们也可以根据代孕母

已有道德共识，要为此寻求道德理由，不是枉费心

亲是否以挣钱为目的而区别为商业代孕和非商业

机，就是别有用心。但代孕不同，代孕把试管婴儿

代孕；
我们还可以根据代孕的原因是有无生育能力

这种生殖技术像楔子一样，嵌入到“婚姻一性一生

而区别为医学代孕和非医学代孕。这些分类及其排

育”的自然生育模式之中，将一体化的“婚姻、两

列组合衍生出各种具体的代孕类型，
不同具体类型

性结合、受孕、妊娠、分娩及抚育”自然生殖过程

的代孕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当性。
郑爽的父亲郑成华

分解和割裂开来，不性也能生，生而不必育，生母

说，那时候，郑爽和张恒的感情很好，但是郑爽因

非亲妈，
这使得原先与自然生育模式相适应的生育

为身体原因，不能生育小孩，所以就选择了代孕。

道德与家庭伦理失去了部分解释力和规范性，
老规

强调代孕的身体原因，其潜台词就是医学代孕比非

矩解决不了新问题。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通

医学代孕更具有正当性，
从而更能得到大家的道德

过消灭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而是承认代孕是个

谅解。可见，我们要判断代孕行为是否正当，有必

道德难题，
而不是一口咬定它在道德上就是不合理

要对不同的代孕类型分而论之，
寻求各各不同的道

的，至于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和途径，不妨徐徐图

德理由。

之。

二、代孕要考虑哪些道德理由？

2、代孕是个迫切而重大的现实问题，由于涉

日本高等法院曾经判过一个案子。高田延彦与

及他人和社会的重大利益，
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之。
但立法需要道德理由，
没有道德理由当然也可以立

向井亚纪夫妇因无法生育，便通过试管婴儿技术，

法，但这样的法只能是恶法，而且也很难得到社会

由一个美国女子代孕生下一对双胞胎，并经内华达

的认同而自觉守法。就有关代孕的立法而言，世界

州法院认定亲子关系成立。返回日本后，为亲生子

各地规定不一，有严禁任何代孕的，有有条件开放

申报户口，
但东京品川区长以分娩者不是向井亚纪

代孕的，有允许代孕的，反应了各国立法者对代孕

为由，不认可其嫡出亲子关系，拒绝予以登记。该

的道德判断和评价的差异。
这也是为什么郑爽要跑

夫妇不服，先后诉至东京家庭法院、地方法院、高

到美国去代孕的原因。就拿我国的立法来说，2015

等法院，请求撤销决定。虽然没有现存的法律可以

年 1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

援用，
但东京高等法院优先考虑到代理孕母的生命

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但最终通过的立

安全与尊严，考虑到小孩的福祉以及社会的公序良

法却删掉了《草案》中“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

俗等要求，要求品川区长受理该登记申请。显然，

精卵和胚胎，
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这一规定。

日本高等法院找的三个理由其实都是道德理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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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
这三个道德理由可以为代孕辩护吗？在何种

根据这个道德考量，
完全的代孕要优于不完全

程度上、为何种类型的代孕辩护？

的代孕，因为完全代孕的小孩与委托父母之间有血
亲的联系，
血缘、
抚养和情感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

1、优先考虑儿童的最佳利益

更能确保依赖关系的长期巩固。同样，根据这个考

在日本高等法院的判例中，
优先考虑的是代理

量，非商业的代孕要优于商业代孕。商业代孕的逻

孕母的生命安全与尊严。我们认为，儿童的福祉更

辑是增殖，儿童难免成为买卖的物品，弃婴犹如退

应得到优先考虑。一方面，儿童是脆弱的存在，而

货。据报道，
去年乌克兰代孕公司被迫
“囤积婴儿”，

且与其他儿童相比，
代孕儿的利益更容易受到损害。

因为有些买家没有足够的资金付清尾款。这种“婴

这是因为，代孕更像是由委托父母、代理孕母、机

儿拒收”的现象表明，商业代孕有损于儿童的最佳

构、医生等策划的一起事件，每个人都有所图，而

利益，应予严厉禁止。

孩子做为诸多意图的载体，
其内在价值和利益却容

2、必须考虑代理孕母的尊严和利益

易被忽略和侵犯。因此，儿童的利益应得到法律的
特别保护。另一方面，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但影响人

法学家喜欢拿“权利”说事，认为生育权可以

的一辈子，也影响一家人的幸福，同时，儿童的利

为代孕的正当性辩护。人有生育的自由，有决定什

益也是社会的重大公共利益。我们常说，儿童是祖

么时候生、
以何种频率生、
选择什么方式生的自由。

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人类的明天，都是说的这

问题是，你有生育的自由，但凭什么要别人替你生？

个意思。从娃娃抓起，当然要优先考虑儿童的最佳

这个说不通。也有的学者掉个头来，认为代理孕母

利益。

有身体权，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志愿提供子宫

“儿童的最佳利益原则”
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也好，出租子宫也好，这是人的支配身体的权利。

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基本含义是：
“关于儿童的

但身体真是自我所有的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说

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

明身体属于谁，还真难说。退一万步说，即便身体

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
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

是自己的，
那为什么文明社会都禁止卖身为奴呢？

一种首要考虑。
”代孕当然是关于儿童的行为，代

禁止器官买卖呢？这说明，身体这个东西很特殊，

孕的终极诉求就是一个健康的婴儿，
儿童最佳利益

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但有工具性价值，
还有目的性价

原则要求在代孕所涉及的所有利益关系中，
应优先

值，是承载了人格尊严的、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考虑儿童的最佳利益。
所谓儿童的利益是其健康成

不是自己可以随便处置的，
起码是不能随意买卖的。

长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和精神支持；
儿童的最佳

经济学家拿“福利”说事。利益最大化是论证

利益是儿童的各种利益在具体情境下的最优组合；

代孕正当性的根本指针。2013 年，BBC 出品了一部

儿童的最佳利益的基石是儿童健康成长所需要的

纪录片《代孕者》，聚焦允许商业代孕的印度。内

稳定而持续的、充满尊重与关怀的依赖关系。

娜·帕特尔医生为成百上千个家庭寻找代孕妈妈，
并亲自接生了数百个试管婴儿，有人称她为“送子
观音”
，有人骂她助纣为虐。她的自我辩护是，人
类的两大基本需要是生存和繁衍。代孕既解决了人
类的繁衍问题，
又解决了穷人的生存问题。
换言之，
代孕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福利，何乐不为？这其实是
经济学家的套路，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正
的好。问题是，得钱的好处能和得了孩子的好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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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况且，即便是大家都得了好处，但彼此悬殊太

殖的逻辑所支配，必然带来剥削女性，把人当做生

大的所得也算大家好吗？

育工具的恶果。

伦理学家心心念念的是
“义务”
，
是直道而行。

3、要考虑社会的公序良俗

权利也好，福利也好，这些都没错，但无论是权利
的行使，还是福利的最大化，都要有道德的边际约

公序良俗是一个复合概念。
风俗是指长期相沿

束。进而言之，代孕关系是一种互为工具和目的的

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风俗的种类和内容多种多

交换关系。在工具的意义上，道德的关键点不在于

样，良莠不齐。良俗就是从这些良莠不齐的风俗中，

不育者通过代孕行为，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也不在

依据公共秩序的需要和社会的道德共识检选而出

于代理孕母提供自己的子宫帮别人生了孩子，
并由

的。就代孕而言，涉及的公序良俗主要有三个方面

此获得了物质的报酬、
心理的体验或行善带来的精

的内容。
一是性道德。在郑爽代孕事件中，郑爽指责张

神上的快乐，而在于不允许存在剥削。剥削是不公
正地利用他人的资源，
也就是说，
在代孕的过程中，

恒出轨，如果属实，张恒确实是渣男，只不过这与

委托父母还有代孕中介，不能利用自己在权力、经

代孕本身无关。因为代孕与传统的“借腹生子”不

济、信息和知识上的优势，不公平地利用代理孕母

同，代孕是借助试管婴儿技术，用夫妻双方的精子

的代孕劳务。换言之，公平合理地补偿代理孕母的

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后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

付出，是这个层面上的道德要求。另一个方面，在

子宫内。这里不存在婚外性行为，
也就无涉性道德。

目的的意义上，
代理孕母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

二是家庭伦理。代孕最大的问题是可能带来

怀。尊重是对代理孕母人格尊严的肯定，也就是不

家庭伦理的混乱。生母非亲妈，便内含了亲子关系

能把代理孕母看做是生育的工具，
不能把子宫当做

认定的困难，以及由此衍生出各种家庭伦理问题。

“孵化器”
，不能用钱来搞定这一切。所谓关怀，

不过这些家庭伦理问题，
大多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

则是要体会到孕母的生育之苦，
以及与婴儿分离所

制度设计予以回避。
台湾行政院卫生署就曾经起草

带来的情感上的伤害。

了《人工生殖法》
，立法者针对诸多伦理上的质疑，
作了各种回应性的制度设计，譬如不能委托夫妻四
亲等内不同辈分的亲属代孕，以避免造成形式上的
乱伦等。其实，亲子关系的认定标准、代孕主体的
资格要求、代理孕母的权利保护、代孕机构的限制
性规定，代孕范围的谨慎限定，等等，都可以借助
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
避免违背公序良俗的道德风险。
三是生育制度及国家的人口管理秩序。代孕
只是生育方式中的必要的补充方式，
永远也不可能

可见，伦理学承认权利，但同样强调关怀；看

是主流的生育方式，
故不会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

重福利，但更看重公平；接受对价，但严守尊严的

度、生育制度及国家的人口管理秩序形成冲击。因

底线。基于这样的道德考量，完全代孕要优于局部

此不必杞人忧天。

代孕，
因为局部代孕的孩子与生母之间有血缘关系，

最后，公序良俗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生而分离带来的精神伤害更大。
基于同样的道德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譬如，以前同性恋是

量，非商业代孕优于商业代孕，因为商业代孕被增

被社会的主流道德所排斥的，但现在同性恋不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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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化了，而且还要求合法化。药物避孕、人工授精

减损了道德辩护的力量。这是因为，非医学代孕的

和体外受精等技术的应用也曾引起过激烈的道德

人群是那些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这些人想要孩子，

争议，并被法律所禁止。但现在也逐渐得到了更多

也能生孩子，却又不想自己生，可能是怕身材走样，

的宽容和承认。可以设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

怕耽误事业，或者害怕生育分娩之苦，于是“借腹

对代孕的宽容度和接受度也会越来越大。

生子”
。在这里，代理孕母冒着孕育分娩的重大风
险，满足的却是另一方的锦上添花的个人愿望，显

三、代孕有可能合法化吗？

然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相对于医学代孕而言，

依据上述诸种道德考虑，
不同类型的代孕具有

非医学代孕对儿童利益的潜在伤害也更大些，
特别

不同程度的正当性，其合法化的前景也各有不同。

是弃婴的可能性更大些。
郑爽代孕事件中，
一句“孩

1、完全、非商业、医学的代孕最具有道德正

子 7 个月了真的打不掉，我都烦死了”，便预示了

当性，是最有希望合法化的代孕类型。但道德理由

那些无辜婴儿的可能境遇。
美国生殖医学会就建议，

充分只是合法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好

只有当确实存在医学问题，
妨碍预定父母自行妊娠，

比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在道德上是有共识的，但

或者会给女性或胎儿带来重大的死亡或损害风险

立法者的态度仍然很谨慎。这是因为，立法者是现

时，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实的，道德理由是立法的根本理由，但立法者还要

3、凡是含有部分代孕因素的代孕，都不具有

权衡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各种利益，

正当性。 含有部分代孕成分的所有类型的代孕，

同时还要考察各种现实的社会条件是否具备；
立法

都可能导致母亲角色的分裂，儿童的身份认同的困

者也是谨慎的，走一步看一步是稳妥的立法姿态，

难，造成家庭伦理的困惑，同时，也会给孕母带来

激进的立法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道德风险；
立法者

更大的精神伤害，终究生育的孩子与自己有血缘关

也是悲观的，他对于人性的恶有着天然的敏感性，

系，代理孕母更难割舍与孩子的情感纽带。美国历

总怕推倒了第一枚多米诺骨牌，
可能会带来不可收

史上著名的代孕“婴儿 M”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

拾的后果。如此说来，尽管完全、非商业、医学的

子。

代孕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要合法化，就要看天

4、凡是含有商业代孕成分的代孕，既不利于

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是否具备了。

保护儿童的最佳利益，也不利于保护代理孕母的尊

2、完全的、非商业的、非医学的代孕有一定

严和利益，更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具有最大的不

的正当性，但该类型的代孕由于多了个 “非”字，

正当性，应被严厉禁止。

代孕伦理迷思与其技术解决路径
原创：2021-01-28 中国伦理在线 张钊铭
https://mp.weixin.qq.com/s/vraAZ2lP6dSCsa3cOLcuCQ

前言

广泛讨论。

近日，
某知名女星被曝出其在美国委托机构代

党媒“紫光阁”、
“共青团中央”迅速就此事发

孕生子并拒绝抚养、
与其前夫就抚养权与财产纠纷

微博回应：
“我国明令禁止！关于代孕的这些风险

等问题进行诉讼的新闻，
一时在各大社交平台的讨

需要了解！
”[1]但不可否认，该流量明星的巨大话

论热度风头无两，引发了大众对代孕技术、产业的

题热议，势必引发相关需求者着手查阅代孕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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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可能造成新的产业热度。

以及胚胎植入过程也因可能影响胚胎发育或造成

从技术伦理的视角切入，
代孕问题很值得探讨：

慢性病而受到许多质疑[5]。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作为一项生物医学技术的风险

除了胚胎发育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外，
代孕

是什么？代孕女性、中介公司、需求方的行为是否

母亲以及卵子提供者也承受着因取卵手术以及胚

道德？在整个环节中，
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

胎移植手术乃至妊娠过程的身体上的风险。促排卵

这一新技术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与后果？是否存

过程中会人为注射激素刺激排卵，这便有可能导致

在新的技术可能取消其伦理风险？

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异位妊娠、卵巢扭转等并发
症，轻者腹胀、呕吐，重者产生胸腔积液、腹水甚

01 代孕的技术与伦理风险

至肝肾功能异常[6]。此外，有研究表明，代孕者

代孕的技术风险

更可能进行多胎妊娠，而这会极大提高她们患妊娠
并发症如先兆子痫、妊娠糖尿病、早产、剖宫产以

代孕可被视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衍生

及产后抑郁的风险。
而多次怀孕的妇女患妊娠高血

技术活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又称“试管婴

压、贫血、流产和产后出血的风险也会提高，有些

儿”技术，是指借助医学技术手段获得受精卵，在

疾病还会造成长期影响，使得妇女更易患糖尿病、

试管中完成精卵结合及早期胚胎发育，
再将胚胎植

慢性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冠心病以及中风等[7]。

入女性子宫内使其成功妊娠[2]。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进步，
技术风险或多或少

由于整个过程为体外受精，
又可以用人工手段

可以避免、消除，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往往是伦理风

将胚胎植入女性子宫，技术层面而言，受孕女性可

险。

以不是胚胎基因来源的母亲，代孕便出现了。
从技术操作角度去看，
代孕与其他
“试管婴儿”

代孕的伦理风险

辅助生殖区别仅在于受孕女性的身份，
其过程是相

代孕有可能造成许多伦理问题，
如对代孕母亲

似的（在部分案例中代孕母亲还会提供卵子）
。体

的剥削与其身体器官商品化；精子、卵子、
受精卵、

外授精需要父母双方的生殖细胞，
男性生殖细胞的

胚胎的非法买卖；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伦理关系与

采集较为简易，保存依靠精子冻贮技术，女性生殖

亲权不明确等。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对代孕母亲的剥

细胞的采集一般要靠生物制品诱发超排卵以增加

削与其器官的工具化。

排卵数量并控制卵细胞成熟时间，
再利用腹腔镜技

在《作为职业的代孕母亲》[8]（Towards a

术从母亲的卵巢中取卵，
最后采用胞质内单精子注

Professional Model of Surrogate Motherhood）

射技术在显微镜下将单个精子注射入卵子的细胞

一书中，露丝·沃克（Ruth Walker）
与利兹尔·范·
齐

质内形成受精卵，
再对授精后形成的胚胎根据生物

尔（Liezl van Zyl）指出，代孕表面上可分为无

遗传学进行诊断，
筛选出优质胚胎再移植入受孕女

偿（Altruistic Model）代孕与有偿（Commercia

性子宫内[2]。

l Model）代孕。

有文献认为，
试管婴儿与自然受孕儿在出生时

其中，
无偿代孕即代孕母亲不因代孕行为收取

的身体状况总体上无明显差异，
生存质量类似[3]；

任何补偿金或佣金，
或仅收取怀孕期间基本的营养

但也有学者认为，
超促排卵过程有可能改变基因的

开销，更像是“做慈善”或“赠予”[8]。如前一

表达[4]并进而影响胚胎的发育[5]，
其并发症多胎

节所述，笔者认为，代孕母亲在进行妊娠时可能出

妊娠也可能造成胎儿早产、发育不成熟、脑瘫以及

现的并发症会对其身心造成巨大的损害，
妇女怀胎

死亡率提高等[6]；而单精子注射技术、胚胎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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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可以轻易转赠他人的礼物。
如果有人真的通过

愿，然而代孕女性在代孕进入妊娠期时未必详细了

代孕获得成就感、享受怀孕的乐趣，或者由于帮助

解捐卵、妊娠等可能的风险，就谈不上知情，又何

他人而感到快乐，我们自然要称颂其品格的高尚，

来“自愿”——新闻案例中因超促排卵技术而患卵

奉献精神的可嘉，
但这一理由似乎更常见于美国等

巢囊肿等并发症、为获得黑中介提供的酬劳反而花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女性，而对身处发展中国家、

费巨大代价的案例举目皆是[9]。看似自愿的人体

经济处于弱势的妇女，若无合理经济补偿，又要求

器官买卖或者商业代孕，
有时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

其冒巨大风险替陌生人进行妊娠活动，
实在匪夷所

成的错误决断。
在代孕母亲详细考察自己可能遭遇

思。而一旦给予其经济补偿，就部分类似于租赁生

的风险后，可能会反悔，也可能意识到自己是被金

殖功能的商业行为。

钱蒙蔽了双眼。
在这种缺乏足够知情情况下的同意

有偿代孕由于伦理等问题在许多国家被严令

与自愿，不能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自愿”，在这

禁止，
其中一个理由是很容易演变成对女性生育器

之中仅想要获得孩子的基因型父母是受益者，
而代

官的商品化，
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弱势女性在代孕时

孕母亲则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不公正待遇，
是一种性

可能遭到剥削。
如果说部分无偿代孕尚可视为代孕

别剥削。

母亲自愿、乐于助人，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其

就同一问题，国内学者孔德猛和刘沣娇从“生

身体自主权应当被承认和尊重。
那么在类似于商业

殖互惠”的视角对国外“妊娠型代孕”生育的研究

活动的有偿代孕中，
代孕类似于将妇女的子宫出租。

进行分析[10]，参考部分国外论文，试图论证大多

康德曾对“人是目的而非工具”进行详细论述，任

数代孕母亲在代孕过程中的动机是出于帮助他人。

何将人仅仅视为工具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将身体

笔者认为其论证存在很多不足。首先，在调查中代

出租自然也是不道德的。笔者认为，就代孕母亲自

孕母亲提供的回答很可能是出于尊严和对形象的

身而言，
参与代孕活动也是不道德的——不仅没有

顾及，数据是否能够如实反映真实情况需要存疑。

尽到自我保存这一生而为人的基本义务，
反而将自

其次，其作为论证材料引用的数据样本仅 39 人，

身重要器官乃至即将出生的婴儿像货品一样进行

人数过少，对人种、收入情况等也未详尽标出或分

贩卖，仅作为谋求金钱的手段，这是对自己的不负

析，并不能在中国拿其他国家妇女的意见来生搬硬

责。对中介公司与需求方而言，将他人的身体作为

套。最后，在其论文中并未对商业代孕与无偿代孕

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
同样严重违背了
“人是目的”

做区分。这无疑是以偏概全，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

这一原则，是对人类尊严和生育公平的亵渎，是不

存在的中产阶级妇女做慈善来实现自我价值，
来美

道德的。

化在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真实存在的性别剥削现象，

而且， 商业代孕往往发生在经济地位不平等

对可能的风险置若罔闻，
也完全未提及代孕中妊娠

的双方之间，代孕母亲很可能因需要用钱（通过代

过程可能对代孕母亲造成何其严重的身心损害，可

孕服务赚取高额报酬）
，并进而受到中介公司、需

说一叶障目。其在 2018 年、2020 年的另外两篇论

求方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代孕并不是在公平自

文，试图对子宫工具化[11]、胎儿商品化[12]等问

由的条件下进行的交易，
而是代孕母亲迫于生计或

题进行反驳，然而其论证中的问题如出一辙，此处

受金钱诱惑的选择。
法律不应当允许个体的全部自

不再赘述。

由，相反有些自由是有限度的，例如吸毒、贩卖器

为代孕行业立法的可能

官等，就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而即便代孕女性拥
有子宫的支配权，
其对身体的自主权应当建立在自

纵然在道德上万般谴责，捐卵、代孕等灰色产

愿的基础上。
所谓自愿应当是知情同意情况下的自

业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不孕不育、同性恋伴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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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部分不愿生育孩子的女性有相应的需求，
愿意出

化的现状，
或可作为代孕合法化后政府应如何参与、

高价订购婴儿，就有中介公司铤而走险，牵头招募

介入其管理的参考，与孔德猛的观点暗合。

代孕女性，
从中牟取超额利润[13]。
在这种情况下，

总结而看，如要立法，可能的路径是 1）限制

公权力的介入或许可以避免部分对女性的侵害，也

合法代孕委托人的范围，
将由于主观因素而非不可

可以促使行业规范化，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法律如

抗力寻求代孕服务的委托人排除，如禁止非婚姻代

果介入，既应有相关的强制性规定，通过国家监管

孕、禁止非生育障碍代孕等。2）将代孕作为如同

服务机构进行干预，防止对代孕母亲的伤害，保障

体力劳动一样的职业进行限制，
对代孕母亲进行入

代孕委托者的利益，
也在此基础上留有一定的合约

职培训，对委托方告知服务可能的风险，也对双方

自由度，保护部分代孕当事人的自由。

隐私权加以保护，并以保护代孕母亲自身生命健康

徐园红、羊海燕认为，代孕的动机可分为客观

为优先考虑。

原因与主观原因，
前者主要由于疾病或意外等客观

代孕合法化的社会影响

生理因素不具备生育功能，
而后者则由于害怕疼痛、

将部分代孕合法化的初衷是保护代孕母亲、委

同性恋等主观原因选择寻求他人帮助，
如果容许代
孕行为，
可以部分满足前者出于正当生育权的需要。

托方乃至婴儿的权利，并限制非法代孕灰色产业的

可以限制委托代孕的主体，以确认、保护相关群体

继续发展。然而，一旦代孕合法化，可能会造成其

[14]。笔者以为，这种对委托代孕主体的划分，在

他的社会影响。

实践上难度较大，
而且仅以动机的方式规定委托代

代孕合法化保障的更多是委托方的权利，
对代

孕主体，
难以根治代孕的源头——即使只有前者合

孕母亲的性别剥削很难由于代孕合法化而消解。有

法，后者出于主观愿望对代孕的需求仍然存在，这

新闻报道，在湖北潜江市和荆州市交界的村子，大

样也许会导致部分群体使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划归

部分女性都曾到武汉的代孕公司做代孕妈妈。
虽然

到受法律保护的一部分中。
此外这种对代孕委托方

怕有危险，
“大大小小的医疗事故经常发生”，但
“在

的规定还不够完善，
并不能解决代孕母亲可能遭受

农村种田挣不到钱，只有靠代孕来钱多还来钱快”

的被商品化、工具化的情况，对行业内部的约束力

[15]。
代孕合法化意味着对这些女性的进一步引诱，

也较小。

而并不是对性别剥削问题的解决。

沃克与齐尔则试图构建一种代孕母亲职业化

而代孕合法化并不能真正使得商业代孕免除

的路径，
使得代孕母亲能够获得与其付出对等的收

“子宫出租”的属性，反而可能助长相关产业的发

益，
又能从职业伦理的角度对代孕母亲的行为进行

展。合法化往往意味着立法者在道德上的认同，而

规范和监管。
代孕的职业化意味着更严格的行业标

这会反过来影响民众对事件的情感认同，
中介也许

准，
以及业内人士对自身行业的职业道德约束[8]。

会更肆无忌惮地寻找代孕者，并劝说更多的潜在委

职业、劳动是带给人幸福感的一种方式，将代孕想

托人参与到罪恶的交易之中。
此外，由于代孕合法化提供的正当性，代孕女

象为职业，
则可为代孕母亲创造可靠的成就感来源，
代孕母亲的子宫便不仅仅是工具，
而是其为实现自

性有可能进一步滥用身体自主权，参与到其他类似

身价值对身体的合理使用，
是创造性的劳动而非对

活动如卖淫中去，最终丧失尊严与基本人格，这无

子宫的商品式出租。也可以设置入职培训，做到代

疑是立法者不想看到的。

孕母亲对自身可能风险的知情同意。笔者以为，这

02

技术解决代孕现象中性别剥削的可能？

一思路试图规避无偿代孕对代孕母亲付出成本的
体外授精与胚胎移植技术是生物学的重大创

漠视，也试图解决可能的被剥削、子宫与婴儿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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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不孕不育患者的福音。然而这一技术仍需要

引发的伦理问题与伦理风险，反而要靠新的技术突

第三方代孕母亲的参与，
也在随后几十年间造成诸

破，而新的技术又会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如此循环

多伦理问题，引发哲学、法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

往复，不断演化。

学者的严肃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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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婚前财产的婚后收益归属问题研究

关键词：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个人财产；孳

——以法国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息；增值
基金项目：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KFAS)ISEF 项

李世刚

目(2014-2015)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当前中国离婚案件中争议较多的当属财产分

摘要：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在婚后的收益归属

割问题，其中又以夫妻共同财产之确定为重点。对

问题是我国婚姻法上的重要议题。
法国法在此方面

于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在婚后取得的收益的归属，理

具有比较法上的重要意义。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

论界与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实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夫妻个人财产的婚后所得收益可分为孳息、
收入和

2001 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十八条仅规定一

增值；
在婚姻期间夫妻个人财产的孳息及收入形成

方的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但是对该财产在婚后

的结余部分属于共同财产；
个人财产的自然增值属

的收益的归属未做出规定；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

于个人财产，
涉及一方的劳动或职业资质而产生的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增值部分属于个人财产，
但应对共同财产给予补偿。

解释(一)》对此也未做出任何指示。2003 年《关

结合中国既有的立法与司法解释，
论文提出中国确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定婚前财产婚后所得归属问题的方案：
原则上婚前

(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十一条规定：婚姻

财产婚后所得属于孳息或自然增值的，
认定为个人

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财产，
但在我国尚以共同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的情

属于《婚姻法》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

况下，一方面应采严格解释之方法，如孳息仅指自

有的财产”
，明确了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

然孳息，
另一方面如果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收益涉

共同财产。但对于何为“投资取得的收益”，尤其

及另一方的贡献，
应当归入共同财产之中或者依照

是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和增值收益的归属问

贡献按比例分享。

题，则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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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1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

研究，
并结合我国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出自己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观点与建议。

(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解释(三)征求意

一、法国法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形成

见稿”)，就此问题其第六条规定如下：
“夫妻一方

在法国，夫妻财产规范以共同财产制为基础，

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
应认定
为一方的个人财产；
但另一方对孳息或增值收益有

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

贡献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结合《解释

是夫妻财产制的两个基本形态。
罗马法上的嫁资制

(二)》的规定，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在婚

及日耳曼的撒克逊实鉴(sachsenspiegel)之管理

姻存续期间，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

共通制，是分别财产制的基本形态；而日耳曼的

共同财产，
而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和增值收

Franken 种族法之所得共同制，则是以共同财产制

益原则上认定为个人财产，
在另一方对孳息或增值

为基本形态。
法国中世纪时期的习惯法大体上采用的是

收益有贡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不难看出，
《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和《解释

Franken 种族法之“所得共同制”。在《法国民法

(二)》
所体现的立法理念发生了转变。
《解释(二)》

典》颁布之前，法国国内形成了北部习惯法地区之

似乎更侧重于保护夫妻共同财产的利益，
将个人财

“共同财产制”
与南部成文法地区之嫁资制相对立

产在婚姻存续期间的投资收益一律认定为夫妻共

的局面。1804 年《法国民法典》(1401 条)继承了

同财产，而不区分该收益的性质。而《解释(三)征

北部习惯法的“共同财产制”，夫妻共同财产主要

求意见稿》
则将夫妻个人财产在婚后的孳息和增值

由结婚时各自所有的动产、
婚后所得动产与不动产

收益归入个人财产，
从而更侧重于保护夫妻各方对

构成。同时，由于坚持夫权至上原则，妻子对其个

其个人财产的收益权利。
不过，
在此原则基础之上，

人财产无管理和处分的权利，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

该征求意见稿在但书部分将另一方的贡献作为适

下法国社会妇女在家庭中的低下地位以及动产在

用共同财产的例外情况，
因此起草者理念的转变有

家庭财产中所占比例较低的情况。进入 20 世纪后，

所保留。

随着法国妇女社会地位的上升以及动产价值增大

而 2011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公布的《关

的社会现实，原先夫妻财产制中的不平等规定已经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显得不合时宜。1907 年，法国法中引入了英国的

三》(以下简称“解释(三)”)则使得这种转变较为

“特有财产”(separate estate)制度，将妻子因

彻底。其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

职业活动所取得的财产视为其“保留财产”(biens

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

réservés)，
妻子对之有管理、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同财产。
该规定第一次明确了将孳息和自然增值排

从而打破了 1804 年以来民法典确立的由丈夫单独

除在夫妻共同财产之外，且未见例外性的规定。

管理家庭财产的传统。

在大陆法系诸国中，
法国的婚姻家庭法具有悠

之后，
法国立法者就采用以分别财产制为基本

久的历史，
其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也较之我国更

形态的“所得参与制”还是以共同财产制为基本形

为系统、完备。与我国类似的是，法国也将夫妻婚

态的“所得共同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基

后所得共同制规定为法定夫妻财产制。因此，相对

于尊重传统习惯的考虑，1965 年 7 月 13 日第 65-

而言，
法国法上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对我国更具

570 号关于修改法定夫妻财产制的法(以下简称

有借鉴价值。
本文拟对法国法关于夫妻个人财产收

1965 年 法 ) 最 终 采 用 了 “ 所 得 共 同 制 ” (la

益的归属问题上的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判例进行

communauté réduite aux acquêts)，维护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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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制在法国家庭财产制度中的基础地位；
同时在

②收入(revenus)；③增值(plus-value)收益。简

立法技术上，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重新界定(第

单说来，“孳息”可以理解为以个人财产为依托而

1401 条)。之后，1985 年 12 月 23 日第 85-1372 号

在其之上新增的财富；“收入”乃是个人财产交换

法 (以下简称 1985 年法)又通过一些新增法条及

所得的新增财富；“增值”收益则为个人财产本身

其确立的夫妻双方绝对平等的原则改变了法国夫

估价的变化。三者在逻辑上形成了并列的关系。

妻共同财产制中丈夫垄断共同财产管理权的基本

法国法中没有专门就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归

构架，
将夫妻各方对其个人财产的独占管理权作为

属问题单列章节。不过，《法国民法典》(尤其是

一条公共秩序原则来确立(《法国民法典》225 条)，

1401 条)在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资产组成部分中

从而加强了夫妻各方对其个人财产的专属权利。法

列举式地规定指出属于夫妻个人财产的内容，
它成

国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自 1985 年法以来，没

为处理夫妻个人财产的“孳息”和“收入”的归属

有重大的变革，
相关理念的细微变化主要体现在司

问题的核心法律规范，并不断通过司法实践得以具

法判例当中。

体化和明确。而有关夫妻个人财产婚后“增值”部

现行《法国民法典》将自 1804 年以来所有相

分的归属，则系由司法判例确定相应的规则。

关的立法都纳入其中，
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主要

三、法国法关于夫妻个人财产婚后所得
“孳息”

集中于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第五编关于

与“收入”的归属规则

“夫妻财产契约和夫妻财产制”中，包括从第 1387
至第 1543 条，共计一百五十六条法条。依据《法

《法国民法典》1401 条明确规定：共同财产

国民法典》第三卷第五编的规定，法国有三种夫妻

的资产组成是，
夫妻在婚姻期间共同或分别取得的

财产制，即共同财产制(Du régime en communaut

劳动所得，以及个人财产的孳息(fruits)及收入

é)、分别财产制(Du régime de séparation de

(revenus)形成的结余部分。该条可以作为确认个

biens) 及 延 期 共 有 制 (Du

人财产在婚后取得的孳息及收入的结余属于共同

r é gime

de

财产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participation aux acquêts)。其中，共同财产制
又分为法定共同财产制与约定共同财产制。
《法国

但是从第 1401 条的表述来看，并非个人财产

民法典》1387 条规定：在夫妻未就夫妻财产制做

的所有收益都属于共同财产，而只是其“结余”部

出特别约定时，适用法定财产制，即夫妻共同财产

分才属于共同财产。换言之，个人财产除了带来收

制。

益，还需要有所投入，收益还可能被消费。只有用

在法定共同财产制下，
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婚后

收益减除投入、
消费以后的剩余部分才属于夫妻共

收益的归属问题也是法国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要

同财产。由此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人财

题目，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成为本文研

产带来的收益属于个人还是夫妻共同财产？谁有

究的重点。

权消费？投入的费用应当从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
产中支出？法国法对此没有明确，交由判例予以解

二、法国法关于夫妻个人财产婚后“收益”的

决。

类型化

(一)个人财产婚后收取的孳息或收入之归属

经过 1965 年和 1985 年两部法律的修订，依

与结余的判定

据《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

经过前述两部法律的修订，
法国法明确了夫妻

夫妻个人财产的婚后所得大致可分为三类：
①孳息

双方对各自个人财产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fruits)，包括自然孳息、人工孳息和法定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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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而个人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收取的孳息与收入

人目的而使用其个人所有的不动产所得的租金后，

(即所谓的婚后“个人财产收益”)的结余属于共同

应对夫妻共同财产给予补偿。该案中，法院将积累

财产。但是，就个人财产所生的收益归属问题，法

的尚未使用的租金认定为结余，
因此属于共同财产。

国学界曾意见不一，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

同一时期，
法国各基层法院的法官在此问题上的立

第一种观点认为，
个人财产的收益仍属于个人

场前后也不一致。赞成为个人财产的以里摩日上诉

财产。
支持该理论的理由是基于
《法国民法典》1401

法院 1986 年 10 月 9 日的判决为例。相反，其他地

条第 1 款、第 1403 条及 1428 条的规定。第 1401

方法院则认为应定性为共同财产。

条规定：
共同财产由夫妻在婚姻期间共同或分别获

直到最高法院在 1992 年 3 月 31 日 Authier

得的财产以及来自夫妻个人财产的孳息或收入的

案判决之后，法国法院似乎统一将个人财产的收益

结余。第 1403 条规定：夫妻双方都保留对其个人

定性为共同财产。在该案中，法国最高法院明确指

财产的完全所有权。
夫妻共同体仅对已经收取并尚

出：
“鉴于个人财产的孳息和收入被归入共同财产，

未消费的孳息有权。第 1428 条指出：夫妻各方都

共同财产应该对这些财产用益权所负担的债务负

对其个人财产有管理和收益权，
并可以对其自由处

责”，在该案中涉及的是妻子以个人财产购买的不

分。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
《法国民法典》1403

动产由共同财产偿还的贷款利息及本金部分，
在夫

条和第 1428 条都取消了夫妻共同体对个人财产收

妻财产制解除之时，
法院认为对于偿还的本金部分，

入的用益权，
因此赋予夫妻各方———尤其是妻子，

夫妻共同财产有权要求补偿。但是偿还的贷款利息

对其个人财产的完全所有权，
其中包括对其个人财

不被计入补偿的范围，因为该利息属于该不动产用

产收益的所有权。

益权的负担。尽管该判决的表述有些模糊，但是其

第二种观点认为，
个人财产的收益属于共同财

对于请求补偿权做出了巨大的改进：
鉴于个人财产

产。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个人财产的收入在实际获

的孳息和收入(本案中为不动产)应归入共同财产，

得后就应属于共同财产。结合《民法典》第 1401

因此，
当使用共同财产偿还该个人财产用益权所负

条和第 1403 条第 2 款的规定，夫妻各方保留“收

担的债务时，不得向个人财产主张补偿。如果配偶

取”个人财产收益的权利，但是已经收取而尚未消

一方(使用个人财产)独自承担了共同财产用益权

费的孳息属于共同财产。

的支出，则他有权向共同财产要求补偿。在之后的

在实务界，
法国最高法院在个人财产收益是否

判决中，法国最高法院基本援用了同样的表述：
“鉴

属于共同财产的问题上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明

于个人财产的孳息和收入被归入共同财产，则共同

朗。其最初表现的态度极为犹豫不决。1981 年 7 月

财产应承担该财产用益权所负担的债务；因此，当

15 日法国最高法院在一个判决中承认个人财产的

使用共同财产来支付上述债务时，共同财产不得向

收益属于一方个人财产。法国最高法院指出：配偶

个人财产要求补偿”
。

一方如果收取了个人财产的收益，
就应该负担该用

在 2007 年 2 月 20 日的一项判决中，法国最

益权的相关费用，也就是说，作为个人财产收入的

高法院再次重申了个人财产的孳息和收入属于共

所有权人的配偶一方应该自己承担该财产的维护

同财产，并因此而判定将个人财产收益(共同财产)

费用，
否则由共同财产为此负担费用的则应对其加

用于对个人财产的修缮后，
该个人财产的所有人应

以补偿。
如果该配偶将其个人财产用于家庭所需并

对共同财产给予补偿。

将其财产收入归入共同财产，
则应以共同财产来承

(二)共同财产仅包含婚姻期间权利人“收取”

担相应的维护费用。而在 1982 年 7 月 6 日的另外

的个人财产收益

一个判决中，法国最高法院又判定：配偶一方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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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被纳入共同财产的个人财

就个人财产的“增值”部分给出明确的规定，以下

产收益仅限于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个人财

我们将就增值收益的归属问题做专门探讨。

产所有人“收取”的收益。
《法国民法典》1403 条

四、法国法关于夫妻个人财产婚后增值部分的

规定
“共同财产仅对已经收取但尚未消费的个人财

归属规则

产的收益享有权利”
。同时，根据 1985 年法律而修

整体而言，
法国理论与实务界将夫妻个人财产

改的第 225 条确立了配偶各方对个人财产的独立
管理权利：该条规定“夫妻各方独立对其个人财产

的增值主要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完全的自然增值，

进行管理、
以此财产缔结义务和转让其个人财产”。

二是因配偶一方或双方共同努力而获得的增值。

根据上述两条规定，
只有作为所有权人的配偶方有

法国法的基本立场是，前者完全属于夫妻一方

权管理并收取个人财产的收益。由于第 225 条规

的个人财产，而后者也属于夫妻一方个人财产但要

定的配偶各方对个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各项权能中

考虑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之间的“补偿”问题。
此外，法国法另就有价证券增值部分的归属，

包含了“收取”收益的权利，除了《法国民法典》

区分资本所得还是收益所得，进行判定。

1429 条和第 220-1 条规定的情形外，该项权利不
得受到任何损害。

(一)认定增值部分为个人财产但需要对共同

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之下，配偶一方对是否“收

财产给予补偿的情况

取”其个人财产收益本是一项权利，但并非毫无限
制。一方面，
《法国民法典》1403 条规定：
“夫妻一

从 19 世纪中叶起，法国法院的判例都认定夫

方疏于收取的收益或者欺诈消费的收益，
在共同财

妻个人财产的增值部分仍属于个人财产。
夫妻共同

产制解除时，
应对共同财产给予补偿”
；
另一方面，

体对增值部分没有任何直接的权利，
也无权在夫妻

《法国民法典》1429 条规定，如果夫妻一方听任

共同财产解除时要求补偿，包括增值是偶然性的，

其财产破败或者隐匿或转移其中所得收益，
从而使

或是由于配偶一方的职业技能和实际参与活动而

家庭利益受到危害，应另一方配偶的请求，得取消

获得的。这一做法至今仍是大多数法国法学界所支

其对个人财产的管理权与享用权。尽管如此，第

持的观点，
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采纳的解决办

1403 条第二款只确认了共同财产对收到的收益的

法。
其中，
对于个人财产的自然增值仍属于个人财

权利，尤其是在疏忽情况下而没有收取收益时，共
同财产也只能要求补偿，
而不是可以直接收取收益。

产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涉及因作为所有权

因此，不同于个人收入和薪酬，个人财产的收益只

人配偶一方的劳动或职业资质而产生的增值部分，

有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存续期间“收取”以后才被归

虽然法国法的普遍立场判定其属于该配偶的个人

入共同财产。
这一点在有关股票期权的一个案例体

财产，但认为应对共同财产给予补偿。
根据《法国民法典》(1401 条、第 1406 条)，

现了其重要性。审理该案的巴黎上诉法院认为，行
使股票期权是严格的个人权利，
但只要该期权是在

由于配偶一方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原则上应归入夫

离婚之前配给丈夫且丈夫已经实际行使，
则该期权

妻共同财产中，
如果将其归入一方配偶的个人财产，

的财产价值属于共同财产。
而如果丈夫在诉讼之时

则应对共同财产给予补偿。
如果配偶一方利用关于

没明确是否已经行使了股票期权，
则无法将该案所

专属权利的规定而使用自己的所得和工资来偿还

涉的八百份股票期权纳入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其个人债务或者对其个人财产进行改善，
另一方则

综上所述，
《法国民法典》1401 条将个人财产

有权要求对共同财产进行“补偿”。同理，一方无

的“孳息”和“收入”纳入了共同财产，但是没有

偿转让其个人财产的情形也赋予了另一方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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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财产进行补偿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因配偶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每一份变成等值的一股。离

一方的劳动或职业资质而对其个人财产产生的增

婚后，
前妻要求取得前夫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一

值部分，如果认定为个人财产，则应对共同财产给

半(即 700 股)。2004 年 9 月 22 日，科尔马上诉法

予一定的补偿。在司法实践中，巴黎上诉法院曾在

院驳回了妻子的请求，认为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存续

两个判决中依据《法国民法典》第 1437 的规定在

期间，
因公司准备金纳入资本金而增资情况下无偿

认定夫妻一方在其个人所有的土地上建造的不动

分配给配偶一方的股份属于该方的个人财产。
妻子

产仍然属于该方的个人财产，
但同时判定该方应该

上诉法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维持了原判，

对夫妻共同财产给予补偿。
具体如何确定个人财产

并指出：“公司实现的收入只有在该收入作为分红

与共同财产之间补偿的数额在实践中则是一个难

的情况下才被视为个人财产的孳息或收入，而被归

题，
我们注意到法国法院法官主要考虑的是配偶一

入共同财产中”
。该判决对作为股东的配偶一方极

方个人劳动对该部分财产增值的贡献比例。

为有利，尤其是在他对公司的增资方式可以有决定
权的情况下。

(二)有价证券的增值应区分资本所得或收益

总体来看，在有价证券增值问题上，需要区分

所得来确定归属

属于资本所得还是收益所得，属于前者则为个人财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有价证券的增值成

产，属于后者则为共同财产。为取得资本所得而支

为一项不容忽视的收入，
也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出的共同财产应当以个人财产加以补偿。

时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现行《法国民法典》1406

五、法国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条规定：
“以个人财产之附属权利的名义取得的财
产，
以及与自有的有价证券相关的新证券及其他增

在中国，《解释(二)》已经将婚姻存续期间一

值，仍属于夫妻各自的个人财产，但如有必要，对

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均纳入共同财产。

所有人给予补偿之情形，不在此限。
”由此看来，

《解释(三)》第五条将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

夫妻各自所有的有价证券的增值部分也属于其个

和自然增值收益认定为个人财产，且未按照征求意

人财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司增资扩股之

见稿的方案考虑例外规定(即在另一方对孳息或增

前附属于之前夫妻一方自有股份的优先购买权仍

值收益有贡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

然是自有的，因此而获得的新股份也是个人财产。

产)。

但是，
如果认购新股时因优先购买权不足而发生了

如前所述，
《解释(三)》所体现的立法价值取

额外的支出，
则应对使用共同财产支付的部分予以

向已经不同于《解释(二)》
，其侧重点开始倾向于

补偿。同理，在公司将准备金并入公司资本时而给

保护夫妻个人财产，
体现了现代家庭观念中强调个

股东配股的情况下，如果配股是以资本名义，则配

人独立的精神。但“司法解释”须在《婚姻法》所

股部分属于证券的增值部分而归入个人财产；
如果

确立的大框架之下进行补充性的解释，因此在夫妻

是以收益的名义配股，则将其列入共同财产。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制作为指导

就此问题，
法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个判决给我

原则。在该原则下，我们来具体分析《解释(三)》

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在该案中，丈夫在婚前成立

第五条所涉及的“孳息或自然增值收益”的归属问

了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份分为 200 份，由其和其

题。

母各持股一半。结婚后适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制，

第一，
第五条所指的孳息应是指不包含投资收

公司资本因将准备金纳入资本而增加了 2800 份，

益的狭义上的孳息，
并应在解释上进一步受到限制。

仍然由丈夫和其母亲各持一半。
后来有限责任公司

在一般民法意义上，孳息归原物所有人所有，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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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家庭法领域，由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限制，

个人财产，这一点与《解释(三)》对“自然增值”

婚前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虽然仍由原物所有人

的处理方向一致。对于个人自有证券投资的增值收

收取，
但是较为理想的方案是认定为归夫妻共同所

益，法国的司法实践确认了资本所得和收益所得，

有。在这点上，法国法的做法较明确，将孳息所得

将前者认定为个人财产，后者认定为共同财产，具

纳入夫妻共同财产之中。在《解释(三)》第五条修

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具有比较法上的借鉴意义。

订之前，
我们建议进一限缩解释此条文中的
“孳息”，

第三，相对而言，法国法上对夫妻共同财产和

可将其限制在“自然孳息”范围内，从而将“法定

个人财产的规定更为明确，
且规定了共同财产和个

孳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人财产之间的“补偿”制度，兼顾了共同财产和个

第二，对于自然增值收益的归属问题，需要先

人财产的平衡，通过分割所有权的各项权能，在很

明确“增值”与《解释(二)》中所规定的投资收益

大程度上避免了个人财产流于形式，
从而更好地保

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将投资收益分为直接投资收

护了夫妻双方在财产上的合法权益。
虽然法国将个

益和间接投资收益，
前者通常指的是将货币和实物

人财产的孳息和收入划入共同财产范围之列，
但考

直接投资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获得的收益，
该类

虑到使用该个人财产所获得孳息和收入的支出来

收益一般需要投资人直接参与经营活动；
间接投资

源，允许在特定情况下个人财产有权从共同财产中

收益通常是指投资股票、
债券、
投资基金等的收益，

获得补偿。这一规定相较我国《解释(三)征求意见

该类收益投资者并不实际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

稿》将孳息归入个人财产并由法院依“贡献”来决

活动，其收益主要是因市场变化而产生。在某种意

定其最终归属来说更具有明确性和可预见性。

义上，
投资收益(尤其是间接投资收益)与增值很难

在中国《婚姻法》的基本框架之下，夫妻共同

做出明确划分，
因为资本增值广义上也属于投资收

财产制是大原则，其侧重保护的是家庭的整体利益。

益之列。因此，应对司法解释中的投资收益与自然

当然，
夫妻共同财产制不仅仅涉及夫妻之间的财产

增值收益概念进行法律意义上的限定。
依照体系解

关系，也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随着现代婚姻家庭

释之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是

理念的冲击，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将投资收益、
孳息和自然增值并列为婚后所得的形

我们认为，
这种保护完全可以通过夫妻双方的约定

式之一。依据文义，
《解释(三)》中的“自然增值”

来实现，而对共同财产制的强化仍是我国婚姻法司

可限定为不借助于人力所增加的价值，
即依据市场

法实践应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因此，如果一方婚

的估值变化而带来的增值，例如不动产、股权与有

前财产的婚后收益得益于另一方的贡献，
应将其归

价证券等因市场行情变化而带来的增值，
对应着法

入共同财产之中或者依据贡献按比例分享。

国法上的“增值”
。而《解释(二)》中的“投资”

(本文首发于《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

则应当理解为个人资产交换所得的财富。

第 6 期法学栏目（第 73-80 页）
，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

法国司法实践的普遍经验将增值收益认定为

杨成铭 潘坤 ：评典型非法代孕亲子关系纠纷案
2021-02-12 北大法律信息网
https://mp.weixin.qq.com/s/yNH4eRJk_HFdv9gX-UJu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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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代孕子女和受委托人（子宫母亲）是否存

本文作者 | 杨成铭（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潘

在血缘关系代孕可分为“局部代孕”和“完全代孕”。

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局部代孕，
是由委托方的丈夫提供精子或使用第三

原标题 | 非法代孕中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研究——

方捐献的精子，由受委托人（子宫母亲）提供卵子

评典型非法代孕亲子关系纠纷案

并怀孕。受精的过程为发生关系自然受孕或者体外

本文来源 | 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法律适用·司法案

受精再移植入体内，在所不论。这种情况下，代孕

例》2020 年第 24 期

子女与受委托人（子宫母亲）有血缘关系。完全代

现行法下任何人不得以代孕协议为依据获得

孕，是指使用委托夫妇提供的胚胎，或者使用来自

亲权。基因关系为判断亲子关系的实质标准，
“分

捐赠者的配子，应用试管婴儿技术使受委托人（子

娩者为母”
“据母推父”为形式标准。
“子宫母亲”

宫母亲）受孕。这种代孕方式中，受委托人（子宫

享有形式标准推定的权利，在无法定阻却事由的

母亲）
不提供卵子，只是提供代替怀孕的过程服务。

前提下，不得对抗“基因父母”
。特定情况下基于

这一情况下代孕子女与受委托人（子宫母亲）不存

最有利于儿童原则对继父母子女关系慎重进行认

在血缘关系。笔者认为局部代孕并非典型意义上的

定。

代孕，其不符合“借腹生子”“代人受孕”的典型

“技术—社会—法律”
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互

性特征。局部代孕所生子女依然是受委托人（子宫

动关系。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是一个动态的系统。

母亲）自己有基因遗传关系的子女。局部代孕的本

从方向性上来看，其存在促进文明的价值。从规则

质仍为一般的非婚生子。故本文所指代孕均为“完

生成上，其存在不断生长以应对新问题的倾向。技

全代孕”。

术的发展不断塑造人类社会的结构，
并为法律的发

依据受委托人（子宫母亲）的动机代孕可分为

展和适用创造前提。

“商业代孕”与“无偿代孕”。商业代孕，是指受

试管婴儿技术是指将精子和卵子在体外进行

委托人（子宫母亲）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的为他人

结合，然后再植入母体的一种技术。世界上第一例

代孕。无偿代孕是指出于“爱的动机”，义务为他

“试管婴儿”出生于 1978 年，主治医师罗伯特·爱

人代孕。我国目前并未出现无偿代孕案件，故本文

德华兹因此获得 2010 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试管婴

探讨之代孕均为“商业代孕”。

儿技术的产生也伴随着不正当利用，
典型的就是代

一、典型案例样本分析

孕。对于代孕行为的规制，尤其是非法代孕下的亲
子关系认定问题，
成为法律所需要回应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代孕中的亲子纠纷案件不完全统计：

上述案例中的局部代孕均为委托人直接与受

除不符合“借腹生子”
典型特征的局部代孕案件后，

托人发生关系产子，其本质为一般的非婚生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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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孙某与来某甲婚姻家庭纠纷案

求。
二审法院认为，
代孕子女是罗某与陈某在婚姻

【案件事实】
原告孙某与被告法定代理人来某

关系存续期间，罗某与他人以代孕方式所生子女，

乙为夫妻关系。出生证明登记为，2008 年 8 月孙

属于缔结婚姻关系后夫妻一方的非婚生子女。
此外，

某剖宫产来某甲。该年 11 月，来某甲因出生申报

代孕子女出生后一直由陈某抚养，时间长达五年。

户口，登记为孙某与来某乙之子。此后，孙某与来

故陈某与代孕子女基于“抚养教育”的事实形成了

某乙协议离婚，约定来某乙抚养来某甲。2015 年 4

拟制父母子女关系中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故陈某作

月，孙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与来某甲之间不存

为继母，其监护权优于祖父母的监护权。同时基于

在亲子关系，
并提供某医院出具的其腹部无剖宫产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考虑，
由陈某继续抚养子女更有

切口疤痕证明书。来某乙辩称：被告来某甲是在婚

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因此，二审法院判决陈某拥

姻存续期间，双方协商一致雇人试管代孕所生。根

有孩子的监护权。

据相关司法解释，
被告应当视为原告与被告代理人
的婚生子女。

【案例三】胡某、柳某抚养权纠纷案

【裁判意见】
法院认为根据卫生部的相关规定，

【案件事实】2008 年 5 月，澳大利亚籍华人

雇人代孕产子违反伦理道德，为法律所禁止，故对

胡某夫妇与未婚女青年柳某签订了有偿代孕协议。

来某乙上述的辩称不予支持。
判决孙某与来某甲不

约定生子后，柳某放弃抚养权，孩子归胡某抚养。

存在亲子关系。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某家医院将胡某的精子与捐献者的卵子成功受精，

【案例二】陈某与罗某甲、谢某某监护权纠纷

柳某代孕。代孕子女诞生后，柳某拒绝胡某接走孩

上诉案

子。胡某向常德市鼎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确定其对代孕所产男婴的抚养权。

【案件事实】陈某与罗某是夫妻关系，两人非

【裁判意见】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代孕协议

法购买卵子并寻求代孕。2011 年 2 月，代孕子女

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对

出生。
陈某通过非法手段为代孕子女办理了出生证

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经亲子鉴定，法院认定胡某

明，并办理了户籍申报。2014 年 2 月，罗某去世。

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柳某不是孩子的生物学母亲。

此后，孩子由陈某单独抚养。罗某父母于 2014 年

对于原告请求确认其与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
并确

12 月 29 日起诉陈某，其认为陈某与代孕子女无血

认柳某与代孕子女无亲子关系的诉求，法院予以支

缘关系，亦无法律拟制的亲子关系。而罗某是代孕

持。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子女的生父，
故其请求法院判决代孕子女由其抚养。
【裁判意见】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与子女无基

二、亲子关系权利基础的法理探讨

因遗传关系，故其非生物学上的“基因母亲”
；陈

（一）任何人不得以“代孕协议”为依据取得

某亦非孕育分娩的“子宫母亲”
，亦无法将代孕子

父母身份

女视为婚生子女；从拟制血亲的角度判断，陈某与
代孕子女间并未形成法定的收养关系。此外，代孕

在现有的司法实践中，通常情况下代孕协议被

行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
在生父去世，
“基因母亲”

认定为无效。以上三份判决中，只有一份认为代孕

和“子宫母亲”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本着保护未成

协议有效，
更加需要强调的是该判决是国内唯一一

年人的合法权益的立场，
代孕子女的祖父母请求获

份认定代孕有效的判决。并且笔者认为，认定该协

得监护权于法有据。
一审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

议有效的目的不在于确立基因父亲的父亲身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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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排除子宫母亲的权利诉求。
案例一中的孙某

挑战，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康德所主张的人是目

和来某乙、案例二中的陈某和罗某、案例三中的胡

的而非手段的道德观点被各国法律吸纳。
人之尊严

某夫妇，均未依据代孕协议取得父母身份。三个案

是一种终极价值。较于人之尊严，法治、人权均为

例的男方均依据其基因关系认定为“父亲”
。依据

派生性价值。以人的尊严为导向的法治价值观是实

以上典型判决，依据法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现行

质法治观的核心。在当今政教分离的大背景下，人

法律规范体系下，代孕协议无效，任何人不得以此

之尊严被视为法权的基础。
代孕协议以他人为生殖

取得“父母”身份。

工具，女性怀胎十月却为他人生子，这一行为是对
女性的奴役。以人为工具，践踏人的目的性，违反

1.现行法律前提下，代孕协议应当无效

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

代孕协议属于民事行为，依据《民法典》143

变化的，由此法律并未明文对其内涵予以规定。公

条规定，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三个因素，当事

序良俗就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遵循

人是否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

最低限度的社会认可的道德标准。公序良俗是一种

及是否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

底线性的要求，对于社会的有序发展至关重要。以

俗。
代孕协议的效力判断的争论焦点通常是最后一

借腹生子合同为例，如允许其生效，无疑将严重危

项因素。
《民法典 》规定涉及人胚胎的医学活动，

害社会秩序。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违

2.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代孕持否定立场

背伦理道德。
代孕行为既违反我国的法规体系中的
相关规定亦违反公序良俗（包含伦理道德）而当属

就全球范围来看，以代孕违反公序良俗践踏人

无效。

类尊严而禁止代孕行为的为多数国家和地区，
其中

代孕行为违反《民法典 》中所规定的法律、

完全禁止代孕的有德国、法国、日本。完全禁止商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民法典 》直接规定了

业代孕，仅对特殊情况下代孕做出例外规定的有英

人体细胞买卖行为的无效。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均

国、澳大利亚、以色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许

属于国家政策的一部分。2019 年国务院制定了《人

可商业代孕的国家为极少数，包括乌克兰和美国的

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
，
该条例明确规定人类配子

加利福尼亚州。
上述案例与我国司法实践涉及的主

（精子、卵子）不得买卖。虽然代孕行为和人配子

要是商业代孕。德国通过《收养中介法》
《胚胎保

（精子、卵子）买卖为两个行为，但是多数代孕行

护法》
对于代孕行为甚至包括宣传中介行为进行严

为会涉及人配子的交易行为，由此也体现了我国

肃的刑事打击。法国的《民法典 》明文规定代孕

《民法典 》对于代孕的立场。此外，2001 年卫生

协议无效，认为这是对妇女的奴役。
《刑法典》对

部制定《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 》和《人类辅助生

违法代孕将处以最高 5 年有期徒刑及 75000 法郎

殖技术管理办法 》
，前者规定，精子与卵子的采集

的罚金。《生命伦理法》对于居中介绍行为也明文

与提供应遵守当事人自愿和符合社会伦理原则，并

进行刑事打击。
日本虽未制定专门的法律进行规制，

且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后者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

但是通过行业协会的规定，
明确了禁止代孕的立场。

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

《关于代理怀孕之见解》
中指出本会会员无论是否

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民法典 》解决了相关

接受报酬，
均不得实施以代孕为目的的医疗活动和

规定效力不足的问题。

中介行为。
《关于精子、卵子、胚胎的提供繁殖辅

代孕行为亦违反公序良俗（包含伦理道德）。

助医疗制度整备报告书》
中明确表示基于对人性尊

通常情况下，
人们认为借腹生子是对人的目的性的

严的考虑，不得将任何人作为繁殖的工具，任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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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介行为亦是被禁止的。

成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无条件的，
而依据法律拟制所
形成的父母子女关系则是有条件的。

3.代孕协议并不构成亲子关系的权利基础

一般而言，已婚女性与他人生子的情况下，法

代孕协议无效的情况下，
其不会产生任何法律

律上的配偶与该子女无亲子关系，该子女生物学父

效果，任何人不得以此为依据获得亲权。需要明确

亲为法定父亲，负有抚养义务。在男女双方不存在

指出的是即使在代孕协议合法的特殊情况下，
委托

夫妻关系并且子女的出生违反生物学父亲意志的

人也不得依据代孕协议直接获得父母身份。
根据国

情况下，生物学上的父亲对该子女亦负有不可拒绝

外的经验，
委托人的诉求需要专门的制度设计来实

的抚养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现。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通过立法确认了亲子关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规定，

系的认定应坚持“分娩者为母”
。与此同时规定了

夫妻一方与其中一方和他人的子女之间不存在亲

在代孕子女诞生后，
“意向父母”可通过收养程序

子关系。由此可见，我国判断亲子关系的实质标准

获得监护权，实现自身的诉求。

为基因遗传关系。
有学者主张在上述案件中适用形式规则即主

（二）基因遗传是判断法定父母的实质标准

张“分娩者为母”
“据母推父”。在以上案例中如果
判断父母身份的实质标准是
“基因遗传标准”，

坚持该形式规则，将会导致推理结果的荒谬。无论

形式标准是“分娩者为母”
“据母推父”
。通常情况

是将“子宫母亲”亦或“基因母亲”的配偶推定为

下形式标准的判断指向实质标准。上述案例中，法

代孕子女的“父亲”都是无法接受的，并且是违反

院以基因为准进行的亲子判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我国立法精神和司法解释的。更进一步讲，在“人

效果。对此笔者持支持观点。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

造子宫”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将人类胚胎在人造

意见，
认为应坚持形式标准判断，
即
“分娩者为母”

子宫中培育成为可能，此时坚持“分娩者为母”
“据

“据母推父”
。
对此笔者表示反对。
非代孕条件下，

母推父”的形式标准，产生的法律效果就是将机器

形式规则通常最终指向实质规则。在代孕条件下，

视为母亲，这是极其荒谬的。

如果机械适用这一形式规则，
将导致一种极其荒谬
2.基因标准的法定阻却事由

的境地。

无基因遗传关系而被认定为法定父母和有遗

1.原则上基因遗传父母为法定父母

传关系而不被认定为法定父母均是实质标准的例
“分娩者为母”
“依据母亲推断父亲”是人们

外。第一种例外情况为无遗传关系被认定为法定父

的经验法则，是形式标准。一般情况下，形式标准

母。这一例外为法律拟制，具体类型为两种，收养

（分娩者为母、依据母亲推断父亲）的判断指向实

关系和继父母子女关系。
《民法典》1111 条规定，

质标准（基因遗传定父母）的判断。但是当形式标

经法定程序收养的子女与养父母的关系为父母子

准不能指向实质标准时，
我国法律会突破形式标准

女关系；第 1072 条规定，若继子女由继父母抚养

而采用实质标准，
由此可见实质标准得到了我国法

和教育，准用父母子女关系。有基因关系而不被认

律规范和司法实践的认可。

定为法定父母为第二种例外。例如，经生父母同意

基因标准为判断法定父母的实质标准。
自然血

进行的收养、利用合法捐精者提供的精子所孕育的

亲是法定亲子关系确立的一般状态。
依据
《民法典》

子女等。

1071 条，在父母子女关系上，婚生子女与非婚生
3.“形式标准”是“实质标准”的经验结晶

子女权利平等；司法实践认为，依据自然血缘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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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孕技术产生以前，
一位女性的卵子不可能

后定父”的形式标准进行判断，相关学者的这一主

移植进另一位女性的身体。分娩者必然是孩子的

张是错误的。法院依据“基因遗传”实质标准直接

“基因母亲”
。由此人们形成了“分娩者为母”经

进行判断是正确的。其次，对于母亲身份的判断是

验规则。

“代孕”带来的伦理难题之一。上述案例中上海一

“据母推父”这一形式标准也是经验结晶。婚

中院所采用的“分娩者”为母的标准，笔者认为有

姻制度先于国家形成，
是典型的哈耶克意义上的自

可商榷的空间。
在未出现法定的亲子关系阻却事由

生自发的秩序，
非由人的设计而是人的经验的产物。

的情况下，
“基因母亲”应认定为法定母亲。同时

婚姻制度是漫长演化史的产物，
该制度的一个重要

“子宫母亲”享有形式标准的推定权利。

功能就是确定新生儿的父亲。
两性博弈的策略是物

（三）子宫母亲享有形式标准的推定权利，但

种的生态学和生殖生物学设定的。
在生殖的竞争中，

不得对抗基因父母

男女双方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达到最大的生

上述案例二中，法院认定“分娩者为母”
。案

殖目的，必须保持最低的投资及降低被骗的风险。
婚姻制度起源的生理学前提：单系生殖，双系

例三中出现了“基因父亲”与“子宫母亲”之间的

抚养。
所谓单系生殖是指虽然卵子受孕需要两性的

权利诉求纠纷，
最终法院判决确立基因父亲为法定

通力合作，
但孕育和生殖后代在生理上只需女性一

父亲，排除了“子宫母亲”的诉求。两个案例对比

方就可完成。
所谓双系抚养就是需要双方共同付出，

分析，笔者认为“子宫母亲”只享有依据“分娩者

才能抚育成人。在性杂交的状态下“隐性的受孕”

为母”的形式标准推定的法律权利，该权利不得对

和“显性的生殖”便形成了“能定其母，难定其父”

抗“基因父母”
。

的难题。在人类的演化史中，女性形成了独特的隐

1.“子宫母亲”享有推定的法律权利

匿排卵的特点。
这就使新生子女的父亲是个未知数，
男性为了确保自己是子女的父亲，
就必须和固定的

代孕技术所带来的伦理挑战主要就体现在
“分

女性保持稳定的关系。
女性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完

娩者为母”标准的突破。在代孕状态下，代孕子女

成抚育后代的任务，
女性为了持续不断地获取生活

的母亲判断有三种可能，委托人、子宫母亲（子宫

资源，就必须与固定的男性保持稳定的关系。男人

提供者）、基因母亲（卵子提供者）。在我国禁止代

欲获得自己的子嗣并保证其存活就必须供养女人

孕的大环境下，
委托人并不会依据代孕协议取得任

和孩子，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婚姻意味着男人对

何权利，上文已论。基因母亲的权利基础上文已论。

女人及其子女的供养。
男女双方的不同诉求不断地

那么子宫母亲享有什么权利呢？
通常情况下“分娩者为母”这一规则指向“基

磨合，
最终形成稳定的两性关系。
人类的单系生殖、
双系抚育的特点共同促使性关系的固定化，
从而产

因母亲”，但在代孕案件中例外。通常情况下，法

生了婚姻。婚姻制度解决了“母子关系靠事实，父

律推定“分娩者为母”。那么子宫母亲能否依据其

子关系靠推知”这一难题，减少因女方的“欺骗策

“怀胎十月”的艰辛而取得相应的权利呢？笔者认

略”而给男方造成的损失，形成两性平衡。进而形

为根据“分娩者为母”的形式标准，推定子宫妈妈

成了“据母推父”的婚生子女的推定制度。

为孩子的法定母亲。但是“基因父母”提出权利主
张并能证明亲子关系的，
“基因父母”获得父母亲

4.原则上基因遗传构成亲子关系的权利基础

的法律地位。

首先对于父亲身份的判断问题，
代孕案件亲子

基于司法实践的经验，有司法机关认为女性的

关系认定纠纷中父亲身份的判断无需根据
“先定母

生育权应优先于男性给予保护。其理由在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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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的生育权存在于受孕、
怀胎和分娩的全过程。

3.孕育不构成亲子关系的权利基础

相较于男方在生育子女时仅发生性行为即可，
女性

综上，笔者认为“子宫母亲”只享有形式标准

生育子女要历经受孕、怀孕、
生产近十个月的时间，

推定的法律权利。在无法定事由阻断基因父母的亲

女性的投入显然更多，
因此其在生育权上应优先于

子关系的情况下，该推定权利不得对抗
“基因父母”

男性保护。
“子宫母亲”怀胎十月，虽为代人受孕，

的权利主张。在商业代孕的语境下，正如案例三所

却与胎儿血肉相连，这一亲情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引述的那样，这样的规则对于儿童的成长是有利的。

原则上推定子宫母亲为代孕子女法律上的母亲。正

（四）慎用继父母子女关系认定

是基于此，案例二中，二审法院坚持亲子关系判断
的“形式规则”
。其判决表述为，单纯依靠血缘关

本文引述案例一、二的原因在于论证最有利于

系（基因遗传）确定母子关系未将心理学和社会学

未成年人原则的应用。一般情况下，人类的亲情是

因素考虑在内，
母子关系的深刻基础在于胎儿孕育

围绕着血缘关系展开的，但是也有例外。案例一由

过程中，母亲无私的付出。对于这一观点，学界亦

无血缘关系“母亲”提出否定自己与子女的亲子关

有不同声音。有学者指出，将“子宫母亲”依据一

系。案例二中无血缘关系的“母亲”提出了继父母

般情况下的习惯经验直接认定为法律上的母亲，忽

子女关系认定的诉求，并得到法院支持。这两个案

略了代孕的特定背景和初衷。
在商业代孕这一具体

例的对比分析，
正是体现了判决中的最有利于未成

语境下，机械坚持“分娩者为母”这一经验法则，

年人原则。在案例二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
背离了未成年最大利益原

在综合考虑诉讼双方的基本情况下，
认定无血缘关

则。笔者认为在我们所讨论的商业代孕的语境下，

系的陈某为继母，享有抚养权。但是笔者认为应当

“子宫母亲”通常仅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并没有

慎重对待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这一认可的裁决

进一步抚养孩子的意愿。
根据
“代孕”
的特殊功能，

可能会产生实质上“认可”非法代孕的不利社会效

我们可以推知，
通常情况下寻求代孕的夫妻是妻子

果。

一方没有生育能力，此时父亲的身份是确定的。笔
者认为“子宫母亲”仅享有依据形式标准推定的母

1.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标准

亲身份，不得对抗基因父母提出的权利诉求。

继父母子女关系是法律拟制的亲属关系，
“抚
养教育关系”的切实存在是拟制亲属关系的前提。

2.域外经验

司法实践已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的判断标准，
在对代孕持绝对禁止政策的国家，如德国、法

其构成要素为五，分别是：继父母是否为继子女给

国，与之相配套的依然是“分娩则为母”
。因为在

付了经济上的抚养支出、
是否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

代孕被禁止的情况下，
“分娩者”
必为
“基因母亲”。

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是否在时间上满足了持续

在允许商业代孕的国家如乌克兰，采取“基因”标

性的要求、
继父母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抚养继子女的

准认定。因为在代孕实施以后，子宫母亲并不必然

意愿、继子女是否已经成年等。我国学界对于司法

是基因母亲，由此直接适用实质标准，断定基因母

实践确立的具体判断规则普遍持认可态度。

亲。在特定情况下允许代孕的国度，其法律出于人

案例二中上诉人陈某对代孕子女自出生之时

文关怀的制度设计原则，
从法律拟制的角度赋予委

便开始予以抚养，时间已达五年之久。同时陈某不

托者特定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所述的通过收养

具备生育能力，抚养意愿极其强烈。此外陈某有正

制度获得监护权。

当职业并且收入较高，陈某亦表示获得监护权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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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代孕子女的爷爷奶奶的探望。
代孕子女的爷爷

人文关怀的目的代孕予以认可，
并制定了极其严格

奶奶为退休老人，收入较低，年龄较大。在二审判

的条件和监管。

决中，审判员基于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全面衡量

基于中国内地的基本国情来看，
计划生育政策

了原被告双方的年龄、抚养能力，结合未成年人对

之下产生了大量的“失独家庭”
。其准确数量并无

于家庭完整性的需求，对于亲情的需求。最终认定

定论，有学者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推理，1975—

陈某与代孕子女之间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并将监护

2010 年我国产生了 2.18 亿个独生子女，其中有超

权判归陈某。

过 1000 万会在 25 岁之前死亡，到 2035 年将会有
1000 万“失独”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

2.审慎认定继父母子女关系

出于人文关怀的考虑，有限度的允许代孕？公民在

笔者认为应当慎用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案

自主权的范围内选择少生或者不生，
其基于《宪法》

例二中将代孕子女视为非婚生子女从而依据抚养

所享有的基本人权中内涵的生育权在受损时，
责任

意愿、抚养事实确认拟制血亲关系。这一认定结果

自己承担。在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时，自己承担

实质上实现了委托人的亲权诉求，
对潜在的违法人

“守法成本”，最终生育权未能实现，其风险如何

群起到了不良的示范效果。一审判决所阐明的“任

分配。公民的守法行为让全社会共同获益。在守法

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原则十分值得重视。

过程中，守法者因此而承担的风险亦应由全社会分

在我国禁止代孕的大背景下，
该判决实质认可了委

担。“失独”父母执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节省了

托人的亲子诉求，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这一立场。并

社会资源，社会从中受益，那么失独的风险亦应社

且对处于观望中的非法代孕者而言，
可能起到一定

会承担。

的鼓励作用。

正义被视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判断正义与
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平等分配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

三、未来认可特定情况下

创制法律确立社会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应当

代孕协议有效的可能性展望

符合正义标准。国家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掌控者，其
社会公共道德中不仅包含人之尊严，
也应尊重

负有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义务，其中包括对于“失

人格自由发展的积极要素。世界范围来看英国、澳

独家庭”的救助。在坚持保障人之尊严的价值的前

大利亚、以色列、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

提下，
充分考虑基于人格自由发展特别是特定情形

区均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
对于极特定情况下的

下生育权的实现，在特定条件下对代孕协议的有效

代孕予以合法性认可。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完全

性予以认可，进而解决“失独家庭”的困境，符合

禁止商业代孕，
仅对特定情况下的利他性代孕予以

正义的标准。

认可。可以寻求代孕的必须是异性夫妻，将同性恋
结论

和单身人士排除在外。年龄要求亦非常严格，丈夫
的年龄必须在 59 岁以下，
妻子的年龄必须在 48 岁

代孕行为在我国虽属非法，
但实践中屡禁不止。

以下。
“子宫母亲”的年龄必须在 20 至 40 岁。此

非法代孕背景下，亲子关系的认定成为焦点问题。

外，其代孕行为亦有次数限制，不得超过 5 次。其

“分娩者为母”经验法则被突破，婚姻制度的重要

中剖腹产次数不得超过 2 次。在代孕手术实施之

功能“据母推父”也被突破。笔者认为，现行法律

前，医疗机构应当对“子宫母亲”进行检查评估，

规范体系之下，
任何人不得以代孕协议为依据获得

确保其对于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了解充分。
我国台

亲权。判断法定父母的实质标准是基因遗传，在无

湾地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均对特殊情况下，
出于

法定阻断事由的前提下，基因父母即是法定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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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母亲”享有“分娩者为母”的推定权利，但

体的合理诉求，笔者认为应当进行探讨，为未来代

不得对抗“基因父母”的亲权主张。特殊情况下，

孕政策留有制度设计的余地。

以慎重的态度，本着“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

责任编辑丨华铭章

代孕子女与无血缘关系一方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予

审核人员丨张文硕

以认定。此外，对于“失独家庭”等需要被关爱群

周尚君 邵珠同 |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
2021-02-19 法学学术前沿 浙江社会科学 周尚君
https://mp.weixin.qq.com/s/J27WA5qRjcRBIWM3Q-LsVQ

作者：周尚君，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以

教授、博士生导师；邵珠同，西南政法大学地方立法研究

下简称《民法总则》），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观”作为与民事主体、关系、秩序和社会发展要求
并列的立法目的列入《民法总则》第一条。2018 年

来源：
《浙江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

4 月 27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内容提要：

法》
（以下简称《英雄烈士保护法》）对《民法总则》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转化为法律语词，

第 185 条“英烈保护条款”进行了精细化规定，并

构成了民法的基础规范。
对裁判文书统计分析表明，

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

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呈现逐年递

的列入第 1 条。
2018 年，
“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

增、区域级差、层级下移以及简易程序适用、独任

首次直接适用《民法总则》核心价值观条款进行裁

制适用、家事案例适用等特点。通过类型化分析发

判说理。该案二审判决书明确提出，
“弘扬社会主

现，适用方式有单独适用和复合适用，适用功能有

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法的立法宗旨，司法裁判对保护

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和说理依据。规范

生态环境、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

缺失导致适用方式混乱、功能定位不清，甚至出现

支持和鼓励，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

裁判说理向核心价值观这类一般条款逃逸的问题。

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说理，
有学者认为可以通

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正当性源于法律与政治的双向

过解释、论证、修辞等方法融入或者通过民事诉讼

塑造、
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范转化以及裁判说理中

文书样式实例评注这类有形载体平台推动，这些观

凝聚价值共识的客观需求。在适用过程中，只有坚

点从宏观层面和法律方法论角度提出了融入的基

持依据次序化、
目的解释明晰化和语言修辞通俗化，

本路径，对于在民事裁判说理中恰当适用核心价值

通过裁判说理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

观提供了有益借鉴。然而，既有研究对核心价值观

同和行为习惯，
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条款助益于国家

的分析局限于规范和政治解读，
缺少政策适用性分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析和经验实证研究。鉴于此，我们力图通过对 276

关键词：

份裁判文书进行量化分析，
深入探究核心价值观在

核心价值观；民事裁判；说理；双向塑造

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样态，论证其适用类型、特
征与逻辑，
进而针对适用方式和适用功能混乱的问

引言

题，提出机制优化对策。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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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价值观的适用样态

具体适用方式也迥然不同。个别法院适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语词呈现模板化的倾向，比如在不

为展现核心价值观在民事司法裁判中适用的

予支持离婚请求时，
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统一适

具体样态和基本分布，
我们选取的判决书在说理部

用以下内容进行说理：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分均含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经筛选后

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正能量，促进家风建

获得有效文书 276 篇。

设，维护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目前，核心价值

（一）时空分布：逐年递增，区域级差

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适用的统一规则尚未制定，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指导性文件也较为原则、宏观。

数据显示，
判决书在时间上呈现逐年递增的总

各个法院适用核心价值观的样态体现了审判法官

体趋势。利用统计软件分析现有数据，可以得出明

个人的说理风格，呈现了地方法院的裁判特色。综

显递增的裁判年份线性分布样态（如图 1 所示）。

上所述，适用核心价值观文书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

从案号年份的增长情况来看，2015 年判决书相较
于 2018 年的增幅为 245%，2016 年文书相较上一

（二）类型分布：层级下移与简易、独任、家

年度的增幅为 355%。为了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加强

事案例适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高人民法院出

从法院层级、审理程序、审判组织和受理案由

台法发〔2015〕14 号文件，从坚持平等保护、捍卫

等方面来看，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判决书集中分布在

公平正义、弘扬法治精神、鼓励诚实守信、维护公

基层法院受理的较为简单的家事案件。基层人民法

序良俗等十一个方面提出指导意见。2016 年 3 月

院做出的判决书占比 80.1%，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和 8 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公布弘扬核心价值观

案件占比 53.6%，由独任审判员审理的案件占比

的典型案例，
强调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价值的

59.1%，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等家事案件占比

重要示范引领作用，促进诚信经营、诚实守法、诚

达 40.6%（如表 1 所示）
。

信诉讼，弘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公序良俗。上
述文书巨幅增长的时间节点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发
文时间相吻合。
这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指
导意见、
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推动了核心价值观在
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
在空间分布方面，
样本文书总体呈现地域性集
中的特征。四个地区的判决书数量相比较，中部地
区数量（123 篇）明显多于东部地区数量（74 篇）、
西部地区数量（49 篇）
、东北地区数量（30 篇）。

在民事裁判说理中，
适用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践

统计数据表明，
样本判决书的地区分布与全国民事

行者是基层法官。一方面，基层法院受理案件的基

案件的地区分布不存在相关关系。其中，湖南省相

数大；另一方面，基层法官是司法系统参与基层治

关判决书数量为 74 篇，占比达 26.8%，而北京市、

理的主力。审理案件时，基层法官需要直接接触当

天津市和广东省共有 17 篇相关判决书，上海市的

事人和相关证据，需要直接查明的事实更加广泛，

文书数量为 0 篇。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

并且一审法官需要直接回应的诉求更加多样和迫

理不具有强制性要求，
并且缺少相应的具体适用规

切。这便产生了一审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客

则。这导致各地法院适用核心价值观的态度不一，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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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诉讼程序和裁判结论之中，

（三）内容分布：阐释粗略，个体适用

发挥着促进家庭邻里友善、辅助基层组织治理、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富强、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当前，
独任制与简易程序形成了强制性的捆绑

国、敬业、诚信、友善”
（共 24 个字）
，为培育和

关系，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是采用独任制之审判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样本文

组织形式的惟一前提。
简易程序是司法服务大众化、

书对核心价值观的阐释较为粗略，未对“24 个字”

普惠化的重要制度之一，
其设立的目的和理论基础

基本内容进行严格区分、适用。统计数据显示，仅

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接近司法、接近正义。法院适用

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词、没有指明任何

独任制和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积极开展以案释法、

基本内容的判决书占比达 71.7%。其中，指明“诚

以案说理，将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其中。此外，合

信”、
“友善”子内容的文书共 96 篇，占比 34.8%，

议制与独任制符合群体决策与个体决策的一般性

大幅超过涉及其他子内容的文书（如表 2 所示）。

规律，即个体决策受群体思维（Group Think）影

这表明，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较为

响较小、创造性较大。具体而言，独任制法官能够

简单，缺少细致深入的阐述说理。在核心价值观适

将核心价值观更加灵活地适用到裁判说理中，
展现

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过程中，法官将这一政治语词

其个人的行文风格。

转义解释为法律话语，其主要依据是政治观念，而

家事案件是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

非核心价值观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正当性。平等主

的重要领域。相较于一般财产纠纷，家事纠纷的性

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民法规范的调整

质较为特殊：主体之间具有亲属关系，诉讼争议关

对象，其基本要求是诚信、友善、和谐、文明。法

涉伦理道德、社会习俗，裁判结果影响家庭和谐、

律是外在规范，道德是内在规范，法律和道德的终

社会秩序。所以，家事案件的处理机制、审判思维

极目的是实现人的尊严。
《民法总则》等民事法律

不当，将引起极大的社会道德风险。在家事审判方

法规维护社会秩序，构建起个体行为自由的边界。

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作为市民法的准则，民事规范将人的尊严、幸福定

司法审判的应有之义。保护未成年人、妇女、老年

为价值取向，尤其体现为诚实信用原则、善意取得

人等家庭中的弱势群体是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与

制度等。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帝王原则”
，保

核心价值观内容相一致。法官审理家事纠纷，不仅

护善意之人是民法总则的重要制度，而诚信、友善

要在事理上定纷止争，
更担负着在情理上疏导情绪、

是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
故民法制度与公民

指引行为的责任。
法官将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说理

层面基本内容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因此，样本

之中，将其与传统习俗、中华美德、家庭伦理等结

文书所涉内容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

合论述，
并针对个案具体阐释法律规范和价值准则，
从而通过司法裁判来引导家庭伦理、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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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方式与适用功能的类型分析

用的文书，
与核心价值观结合适用的依据或者语词
有八个小类，可谓纷繁复杂（如表 3 所示）。结合

上述时空分布、
类型分布和内容分布仅是对样

孝敬父母、邻里友善、诚实守信等中华优秀传统美

本文书要素的统计分析结论。通过类型分析，能够

德或优良传统的文书占比最高，与上述“基层、简

进一步探究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方

易、独任、家事”的类型分布相一致。样本文书涉

式与功能，
并发现当前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问题。

及的法律原则较为多样，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

（一）单独适用与复合适用

良俗原则、公平原则、社会经济原则、过失相抵原
则、婚姻自由原则等，并未限于《民法总则》列举

根据文书说理依据的具体内容，可将适用“社

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7 条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语词的方式分为单独适用与复

规定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经济秩序，而

合适用。
单独适用指说理部分所表明的唯一依据是

没有直接规定“公序良俗”或者“公序良俗原则”。

核心价值观。张某亮、张某印相邻通行纠纷二审判

其中，仅 2 篇判决书适用“公序良俗原则”
，18 篇

决书认为，
邻里之间不应采用只强调个人利益而损

判决书只指明“公序良俗”
，后者并未具体阐明“公

害他人利益的做法，致使矛盾升级，与社会主义核

序良俗”的属性——属于学说理论、民法原则还是

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该文书强调邻里和谐相处是核

道德风俗。
从法律渊源和适用位阶来看，法律规则、

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准则，
但没有明确相邻权关系所

法律原则以及法学理论有着严格的界定。
在复合适

涉及的法律规范。
其说理的重点着眼于行为的社会

用的情况下，对说理依据的模糊处理反映了法官说

效果，忽略了对法律关系的阐释。因此，单独适用

理思维的混乱。因此，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说理考

核心价值观展开裁判说理，较为通俗易懂，但缺少

验着法官的裁判技术、说理思维。

法律规范分析的严谨性、法言法语修辞的严肃性。

适用核心价值观的同时，
判决书说理直接引用

复合适用的裁判文书所占比例远超过单独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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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间接阐释法律规则，
构成
“与法律规则相结合”

值共识的责任。

的适用方式。与之相比，文书说理将法律精神或者

补强说理功能是裁判者使用核心价值观话语，

国家政策与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表明裁判者享有充

达到补充、强化法律论证的目的，使说理更加符合

分的自由裁量权。比如，契约精神是当代公民商事

事理逻辑。
若文书将核心价值观作为论证的唯一依

交易遵循的基本原则；劳动者的违规行为有违《中

据，则构成说理依据功能。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精神；根据“最高人民

据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

法院关于家事审判工作的通知精神”
等作出裁判结

下，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法律例外的说理依据。于某

果。固然，裁判者将核心价值观与法律原则、法律

与沙某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认为，集

精神、传统美德、国家政策等结合适用，将价值分

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村民购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析与法律分析、政治分析等结合论证，说理更为清

的房屋的，应以确认合同无效为原则；但本案可以

晰。
但是，
裁判文书适用核心价值观方式的不统一，

作为此规定之例外，有益于居民生活和谐稳定，有

尤其是说理过于模糊、粗略，已经严重影响裁判文

益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较于该案一审文

书的规范性、
准确性，
并进一步损害法律的稳定性、

书，二审法官说理更侧重于事理，但是缺少对“原

裁判的可预期性，有碍司法公信力的建立。

则之例外”的法理论证。第二，法律明确规定的情
形下，裁判者未引用该法律规则，而将核心价值观

（二）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与说理

作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依据

（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规定了

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功能分为

“常回家看看”
条款——赡养人应当关心被赡养人

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说理依据四个层

精神需求，并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被赡养人。陈某与

次，并且核心价值观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依序增强。

向某等赡养纠纷一审判决书支持原告的看望请求，

其中，价值宣示类文书共 118 篇，占比 43%；教育

因为看望父母是法律要求，
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说教类文书有 43 篇，占比 16%；补强说理类文书

德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针对同样的诉讼

有 92 篇，占比 33%；说理依据类文书共 23 篇，占

请求，卢某等与李某等赡养纠纷一审判决书仅以

比 8%。

“符合事实、也符合营造和谐社会和弘扬社会主义

承载价值宣示功能的判决书，
其适用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而予以支持，其引用的法律法

观语词的目的只是宣扬价值，
不涉及具体法律问题

规和说理依据都没有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宣示核心价值观与法律分

第三，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将核心价值观作为

析泾渭分明，裁判文书仅是简单引用政治话语。文

说理依据。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一是此类社会关

书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进行价值宣示，
主要为了借

系无需法律调整，如被告自愿补偿原告的行为符合

助政治话语增强文书的说服力，
提升各方当事人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法院不予干涉；二是

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区分价值宣示与教育说教功

因规定滞后、立法疏忽、不便文本化等存在的法律

能的关键在于把握裁判者的行文目的。
法官以裁判

漏洞，如“做法事”迷信活动的支出有违社会主义

文书为载体，发挥核心价值观价值引导、情绪疏导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在法律规则缺

的作用，对文书受众做出明确的行为指引，构成教

位情况下，
民事裁判者越过法律原则、
法律价值等，

育说教功能。当然，文书受众不限于纠纷当事人，

直接适用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
论证过于粗疏。

还包括庭审旁听人员、文书阅读人员等。适用核心

综上所述，通过类型化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将

价值观展开教育说教，
体现了裁判说理凝聚社会价

适用方式分为单独适用和复合适用，
将适用功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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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和说理依据。适

也绝非纯粹的封闭性系统。德国将“法律思想”、

用方式与适用功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说理依据功

“正义”和“伦理原则”等世界观的调整条款列为

能的判决书均采用单独适用方式，
补强说理功能的

“最高的序位”
，并根据这种条款将承继的法律在

判决书均采用复合适用方式。
适用方式和适用功能

政治建立的新价值体系上进行转义解释。
这些条款

的类型多样表明，
裁判者适用核心价值观享有充分

是各种时代精神进入法律秩序的关口。核心价值观

的自由裁判余地。同时，由于缺少统一、明确的适

既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
也是当今时代追求的价值

用规则和指导制度，
一方面规则缺失导致法官适用

目标。因此，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民法总则》等法

核心价值观的恣意，
另一方面适用风险使得法官难

律的条款内容，并且在裁判说理中得到适用，充分

以适用、不敢适用核心价值观。适用方式与功能定

体现了法律与政治的互动交融。

位构成当前民事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症结的

法律概念具有相对性的射程外延，特别是一些

表里，即形式上表现为适用方式混乱，实质上是功

规范性的概念。个案裁判中具体的价值判断，应当

能定位不清。尤其在个案之中，甚至出现裁判说理

参酌社会上可探知、
可认识的客观伦理秩序和公平

向核心价值观条款这类一般条款逃逸的困境。

正义原则，
以期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及道德价值
观念的变迁。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价

三、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正当性证成

值共识对司法裁判影响的直接体现。
以私人自治为

民事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在

标准，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可以分为鼓励型、中立

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

型和限制型。鼓励型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中立

正义。我国法院系统裁判文书水平不高，很难让人

型包括富强、公正、和谐、法治，限制型包括诚信、

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重要原因在于其“语言游

友善、文明、爱国、敬业。核心价值观内容丰富，

戏”的参与性、互动性、对话性和公开性不足。裁

凝结了时代精神，为裁判推理提供了价值基础。核

判文书利用核心价值观语词或者核心价值观条款

心价值观语词转义到司法裁判之中，
也面临着价值

加强论证说理，能够有效提高文书的说服力。

选择的矛盾与冲突。化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司
法裁判者的全面衡平与自由裁量。承认法律价值的

（一）法律与政治的双向塑造

多元性，实则打破法律形式主义的桎梏，为核心价
民事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
不单单是政治

值观适用于裁判说理提供了实施路径。所以，民事

话语对法律话语的渗入，
更是法律与政治的互动交

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
必须保持司法裁判的开

融，形成相互嵌入的态势。从历时性考察，法律史

放性。

的各个经典时期，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

当然，法律也对政治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第

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法律与

一，立法保障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通过颁布地

政治业已形成的亲和力，不足以被“司法独立”、

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及地方政府对改革方案进行先

“价值中立”等原则切断。从共时性考察，在每个

试先行；另一方面，通过修改或者制定法律、行政

国家的法律里，
社会既有的道德和更广泛的道德理

法规，
全国人大及中央政府将切实可行的改革经验

念对法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或是通过突兀的、公

统筹为国家制度。在立法程序中，人民群众、社会

开的立法程序成为法律，
或是沉默平和地通过司法

组织及各级党政机关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优化和

程序影响法律。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均受到个体

完善，积极稳妥地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时，

经验、群体共识、政治选择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是

要重视价值层面的引导，
只有将改革措施与核心价

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绝不存在于真空之中，

值相衔接，才能使其变为能够执行的法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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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的直接指引。故，作为核心价值观在个人与个人关

治理能力现代化，须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轨道。政

系上的实证化，
《民法总则》第 1 条是目前民事裁

治决定通过法治原则，
具有创造法治的力量和产生

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的直接法律规范。
除第 1 条

秩序的作用；同时，政治决定的偶发性、任意性、

之外，
《民法总则》其他条款直接或者间接规定了

擅断性受到制定法律、
法律正义原则等法治规范的

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首先，与“法治”相关的

拘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法律程序监督权力

条文最多，包括但不限于包含“依法”词语的规定

的行使，通过司法裁判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第 58 条、第 77 条等）
。其次，与“诚信”相关

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核心价值观适用

的条款所用语词包括“诚信原则”
（第 142 条）、
“善

于民事裁判说理，有益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升

意”（第 61 条、第 85 条等）、“妥善”
（第 43 条）、

社会治理水平。

“恶意串通”（第 154 条、第 164 条）。再次，与
“自由”相关的条文涵盖意思自由（第 5 条、第 35

（二）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法律规范

条）、人身自由（第 109 条）
、
婚姻自主（第 110 条）
。

民主立法是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法律文本是

最后，
“文明”包罗万象，既包括公序良俗要求（第

当前主流价值的体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8 条、第 10 条等），也涵盖商业道德（第 86 条）、

公厅提出，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

社会责任（第 86 条）
、社会公共利益（第 185 条）

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

等。

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文

（三）裁判说理凝聚价值共识

化，
构成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说理的重要基
础。当前，多部法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

在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

定在具体条款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民事裁判说理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能够有效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

实现凝聚价值共识的社会效果。
在公平公正解决当

法》
（以下简称《广告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事人矛盾的基础之上，裁判人员通过适用社会主义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能够发挥文书指引公民诚信

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行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在依据法律规定

分别将
“倡导／培育／践行／传播／加强教育／坚

的前提下，
审判人员将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说理的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条款内容。2017 年

价值目标、取向与准则，体现了司法实践对人的一

以来，相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

种关怀。特别是在裁判文书中引入道德要素，情与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民

法相融合，既增强法理分析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法总则》均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

又体现了司法的温度，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朴素的公

法目的之一写入首章首条。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

平正义感。
为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

国国歌法》
、
《英雄烈士保护法》将“培育和践行社

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要，通过核心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写入首章首

价值观来凝聚全体成员的价值共识尤为重要。
同时，

条。从调整对象来看，
《广告法》
、
《民法总则》属

裁判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能够增强法律的连续性、

于调整民事关系的私法，
《英雄烈士保护法》调整

确定性、稳定性和安定性，减少司法裁判与法律文

对象兼涉公私法律关系，
而其他法律主要调整行政

本的冲突。管理学观点认为，通过明显地拥护和实

关系，属于公法。
《广告法》将“传播社会主义核

践广泛接受的信念和假设，可以获得合法性。裁判

心价值观”规定在附则一章，并不能提供司法裁判

文书只有充分说理，
才能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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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融合，树立起司法合法性和司法权威性。因

观”的顺序。通过裁判文书说理这一透明和客观的

此，认同核心价值观、达致社会价值共识是民事裁

形式，法官向自己、当事人、上级法院以及包括法

判活动所肩负的重要责任。

律专门职业共同体在内的社会公众说明裁判的过
程和理由，论证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正当性。没

四、核心价值观适用机制的优化

有遵循一定次序的说理，
必定难以令人信服。
（2016）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背

吉 07 民终 579 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判决书依次分

景下，除了完善立法、制定配套措施以外，司法工

析协议文本、法律关系、国家相关政策、社会主义

作者应当提高理论水平、转变裁判思维、规范裁判

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民法意思自治的精神；
（2016）

技术、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民

粤 13 民终 2392 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判决书依次

法总则》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立法

分析合同文本、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

目的，推动了道德的法律化，提供了通过司法裁判

交易秩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构紧凑，说理

建设诚信社会、和谐社会的契机。

详实（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上述两份判决书行文
清晰、次序明确、说理充分，其说理结构具有典型

（一）说理依据次序化

性，值得推广和借鉴。当然，裁判文书应当减少模
民事裁判适用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
应当坚持

板化、简陋化、碎片化，要强化各部分之间的有机

说理依据的次序化，以期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

联系，注重平衡文书说理的共性与个性。

裁判文书说理要求裁判者公布权衡的标准，
甚至要
求其论证适用标准的合理性。
裁判文书说理的依据
不应局限于法律渊源，
可以包括具有说服力但不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资料。
说理依据次序化分为两个层
次：第一层次指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
法律文件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 2 条对此
有明确规定；
第二层次指在裁判说理中作为依据的
一切规范、标准，如法律、习惯、法理、政策、判
例、学说等。2018 年 6 月 1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指出，
法官可以作为论证裁判理由的论据包括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公
理、情理、立法材料、法理、学理以及与法律、司
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
《民法总则》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定位
为立法目的，没有直接规范具体的法律关系。如若
直接将核心价值观作为裁判说理的唯一依据，
则违

《民法总则》第 10 条规定民事裁判依据是法

背法理，势必破坏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在法律规则

律或者习惯。但是，当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无法规定

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核心价值观应当遵循

具体社会关系时，法官不得拒绝裁判，
必须“造法”。

“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抑或当法条明显无法为司法裁判提供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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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时，法官可以从法条背后的“高级法背景”中

公司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二审判决书为了

寻找解决方法。
核心价值观与民法典最大的交合点，

保护社会弱者的利益，基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于原则、理念和价值。所以，第一层次与第二层

观、维护社会公德、贯彻国家政策的考量，将弱者

次并非截然分开、界限分明的。即使法律规则没有

纳入被扶养人范围。正如卡多佐法官所言，在正式

规定，
民事裁判说理也不应越过民法原则和民法精

的法律渊源沉默无言或不充分时，法官应当服从立

神，仅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条款作为依

法者自己来管制这个问题时将会有的目标，并以此

据。
王某仍与王某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

来塑造他的法律判决。裁判者必须考量“弘扬社会

判决书认为，被告应适当补偿原告部分医疗费，考

主义核心价值观”条款的立法目的，从而平衡法律

量的因素包括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弘扬

的秩序价值和正义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原则、法官内心确认。

（三）语言修辞通俗化

其中，公平原则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说理依据，而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是裁判

法律语言对其使用者和思考者形成约束力和

所追求的社会效果，
法官内心确信则是事实认定的

指引力，限定了使用者和思考者的说话方式、思维

标准。

方式和论证方式。裁判文书应当使用专业的法言法
语，但绝不能以此构建起专业壁垒，将普通民众挡

（二）目的解释明晰化

在法律的门外。
语言修辞通俗化更加契合核心价值

民事裁判弘扬核心价值观，
绝非用价值或者道

观作为社会共识的话语特点，也是破解法律规定与

德替代法律。在说理依据次序化的基础上，发挥核

民众朴素正义感之间冲突的着力点。

心价值观在裁判说理中的价值宣示功能、
教育说教

如何合理调整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缓和矛盾

功能、补强说理功能，将不会构成公众接受、理解

冲突、弘扬核心价值观并实现公平正义的法价值，

上的困难。但是，说理适用核心价值观需要借助目

不仅是对司法机关专业能力的检验，
更是对强者良

的解释方法，
因为该法律方法能够维持法律秩序的

知和社会责任担当的拷问。
“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

体系性和安定性。
目的解释着眼于法律体系的整体，

案”的一审判决因为机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给司法裁判者留有充分的自由空间。
司法裁判明确

权责任法》第 24 条的公平原则，而无法被民众所

目的解释方法，
可以进一步消弭政治话语与法律话

接受。相反，下列适用公平原则的判决结果，由于

语的隔阂。民事裁判活动中，法律未经解释不得适

语言修辞通俗，
融入人情伦理，具有更强的信服力。

用。因此，目的解释贯穿民事裁判说理的始终，是

该判决书从道德角度分析，
基于亲朋情谊不计报酬

民事裁判适用核心价值观进行灵活说理的工具。同

的互帮互助是传统美德，也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时，
核心价值观限制了法律解释和续造方法的裁量

被告给予原告补偿，既是对亡者的告慰，也是对生

余地，避免了解释方法引起的不公。核心价值观适

者失去至亲的安慰，亦是使自身内心安宁的方式。

用于民事裁判说理，将目的解释明晰化，有助于实

这份文书没有机械适用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定，
而是

现个案公正。在待证事实难以认定的情况下，袁某

充分融合社会道德、传统美德和“常人、常情、常

与邓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综合考虑案

理”，避免了裁判结果的苍白无力。裁判文书应当

件的实际情况，兼顾公平原则、过失相抵原则，遵

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推理的基础，
对裁判文书所涉的

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

事理、法理、学理、情理和文理进行综合性的、整

经验进行判断，
作出法官所确信的个案公正的裁判。

体性的思考。把核心价值当成说服的理据，改变简

在没有法律规则直接规定的情况下，
张某与十堰某

单地依法办事的思维，避免机械执法或司法的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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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说清事理，讲明法理，沟通情理，让当事人

理适用核心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看得明白，想得清楚，真切感受到审理过程及裁判

法治体系建设。当前，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

结果的公平正义。

中的适用，不再是司法被动地、消极地完成政治任

同时，
法律与政治的双向塑造也离不开通俗化

务。透过适用特征、适用类型等实践样态发现，法

的语言修辞。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担负着

院对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回应和主

定纷止争、维护正义的重要使命。司法工作者在裁

动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制度实用主义，在司法

判说理过程中适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活动中加强自身的社会政治功能。各级法院在最高

政治语词，强化裁判文书的通俗性，更好发挥裁判

人民法院的指导下，
实质上发挥着参与社会治理的

的教育作用。从司法功能来看，民事裁判活动应当

作用。社会共同规则的习得，并不是通过法律，而

用通俗化的语言，用法律规范公民的行为，用道德

是通过日常生活的沟通；尤其是规范层面的学习，

引领民众的行为，以弘扬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

是在具体行为模式中形成的。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践

会。作为司法方法，修辞能够消融当事人因法院介

行核心价值观是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对

人而可能产生的负面感受，
其具有实用主义纠纷解

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独特影响。只有将核心价值观转

决的能力。司法裁判者不能被法律条文所束缚，应

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不断促进社会公

当依托通俗化的语言修辞来沟通法律与政治、
道德

平正义，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

等，使其协同发力，推动文书说理化解纠纷、滋润

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

人心。

由于仍然缺少统一的指引理念和裁判规范，适用方

因此，司法裁判引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式和适用功能一定程度上呈现无序状态，
进一步导

观”条款并适用核心价值观说理，不能恣意而为。

致法官适用的恣意、适用风险的增加。因此，必须

说理依据次序化、
目的解释明晰化和语言修辞通俗

进一步深化法律与政治双向塑造的关系、
裁判说理

化，是对核心价值观适用于民事裁判路径的规范，

凝聚价值共识，坚持说理依据次序化、目的解释明

也是对司法裁判过程的公开公示，
亦是对裁判者的

晰化和语言修辞通俗化，
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

保护、对司法公信的维护。

才能获得更加规范的结构面向。当然，适用中要避
免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泛化，
尤其是逃

结论

避适用法律规则、向核心价值观条款这种一般条款

核心价值观是民法典的基础规范，
民事裁判说

甚至向政治文件逃逸的情形。

日本家事调查官制度
2021-02-19 人民法院报 第 08 版 张 丽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2/19/content_201245.htm?div=-1

家事调查官的称谓源于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最

家事调查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早建立家事调查官制度并运用于家事审判的国家

日本家事调查官制度的萌芽可追溯至 1921 年

之一。日本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家事调查官制度，拥

7 月 7 日，在提交给当时的临时法制审议会总管穗

有单独序列的管理、晋升体系、规范的选任和培养

积陈重博士的《关于家事审判的要领》
的报告书中，

方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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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出了调停、
调停前置等现在日本家庭裁判所的

称谓，
是指具有摆脱法律或社会伦理规范行为控制

基本制度，并出现了调查官的概念。但在 1927 年

的少年。虽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但从其性格与环境

10 月《家事审判法》审议时，调查官制度被搁置

及行为发展趋势来看，可能违法犯罪的，都称非行

了。

少年。对于非行少年，日本通常会给予处分以矫正

直至 1948 年，日本在少年裁判所设置了家事

其不良行为，让非行少年重回生活正轨。

调查官的前身少年保护司（后名为少年调查官）
。

这一制度以矫正而非惩戒为主要目的，因而需

同年，日本在地方裁判所内设立支部（即家庭审判

要家事调查官介入对处分提出科学的建议。家事调

所）专门负责家事审判。次年，支部与少年裁判所

查官通过与非行少年的老师、监护人等交谈或者家

合并，成为独立的裁判所，管辖少年事件和家事事

访，掌握少年的基本情况并对少年进行心理测试。

件，
称为家庭裁判所
（又译为家庭法院、
家事法院）。

通过行为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最终向裁判官提交处

直至 1951 年，家庭裁判所才开始在家事审判部门

分意见的报告。

设立家事调查机构，
由家事调查官负责事实的调查

家事调查官的主要职责

和审判进行的调整。

日本的家事调查官的具体职责可概括为以下

1954 年，家事调查官与少年调查官合并统一，

几种：

1956 年正式改称为家庭裁判所调查官。然而，在
2003 年以前，家庭裁判所主要是对《家事审判法》

1.事实调查。依据裁判官的指令，家事调查官

规定的有关家庭事件进行审判和调解，2003 年日

需对案件进行事实调查和证据收集。
调查的主要内

本的《裁判所法》修订之后，人事诉讼案件的管辖

容，包括相关人员的申请、主张的真实内因，还有

权移转给家庭裁判所，
实现了人事诉讼的一元化裁

相关人员的性格、经历、生活状况、财产状态和家

判，
家庭裁判所对大多数家事案件都具有了管辖权，

庭环境等。但是，日本的家事调查官需对家事案件

家庭裁判所的调查官制度在家事诉讼和非讼案件

的处理提出科学意见，所以在调查时，要求活用医

中得以全面运用。

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知识，并在已经查
明的事实基础上进行专业分析，
通过口头或书面调

家事调查官的适用领域

查报告形式汇报给裁判官。

日本家事调查官制度主要适用在家事事件和

2.义务履行状况调查和劝告。日本《家事事件

少年事件领域。

程序法》第 289 条规定：
“根据确定义务第三十九

1.家事事件。
这类事件主要是家庭和亲属之间

条的规定作出审判的家庭法院，
在有权利人申请时，

发生的纠纷，例如：夫妻关系的恢复或者解除、因

可以就该审判确定的义务履行状况进行调查并向

父母离婚附带形成的子女亲权者的决定和抚养费

义务人发出履行义务的劝告。根据确定义务的第三

的支付、分居的亲子见面交流、收养儿童等有关子

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审判的家庭法院以及根据前款

女福祉的问题等。针对此类案件，日本家庭裁判所

规定接受调查和劝告委托的家庭法院，可以让家庭

受理后往往会采用家事审判或者家事调停的常规

法院调查官进行前款调查和劝告。”

路径解决纠纷。而无论是家事审判还是家事调停，

3.环境调整。在家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有

都需要建立在准确调查事实的基础之上，因此，便

必要，
家事调查官还要对当事人家庭环境进行调整，

需要家事调查官介入以辅助查清事实，解决纠纷。

以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及审判的顺利进行。

2.少年事件或称之为非行少年保护相关事件。

此外，在裁判所认为有必要时，家事调查官还

在日本，
非行少年是日本少年法和犯罪学上的习惯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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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有助于在出席人员之间共享信息和提升对相关

家事调查官的选拔及培养

问题的认知，从当事人程序保障的角度看，也具有

家事调查官承担着家事和少年事件处理的科

重要意义。

学性责任，故对家事调查官的专业背景要求较高。

家事调查官的法律地位

日本的家事调查官有着严格的选拔标准，
一般是从
理论及应用社会科学专业的大学生中选拔，即使大

日本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家事调查官制度，
在国

学生不具备特别的素养，
也可通过训练实现专业水

家权力机构的横向结构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日本家

平的提升。最高裁判所每年进行 1 次国家考试，从

事调查官只服务于司法机关，
仅受司法机关管理和

大学学部和研究生院的社会科学专业的众多应聘

监督，
与任何地方政府或其他国家的行政机关的关

者中，挑选接受过训练的调查官助理，每年大约从

系是，在财政上、组织上都完全独立。

1700 人的应聘者中选出 60 人左右。

日本的家事调查官是法院的正式工作人员，与

此后，
提名者要经过一系列的进修与实务训练。

家事裁判官、
书记官等共同组成了家庭裁判所的司

首先，到调查官进修所学习。训练的第一阶段，设

法人员，
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和一套垂直管理

置了 4 个月的集合理论进修，理论进修课程由与

体系。

调查官实务相关的法律、犯罪学、个案工作、人的

日本裁判所中的家事调查官包括：
首席调查官、

成长和发展、少年不良行为的医学观点及家事调停

次席调查官、总括调查官、主任调查官和普通调查

相关的讲座及研讨会组成。之后，进修生会在各家

官。
首席调查官负责对裁判所中事务进行整体监督，

庭裁判所接受 12 个月的实务训练。学习结束后，

以及与相关行政机关的协调与联络。
次席调查官和

进修所会再次进行 8 个月的集合进修。另外，在进

总括调查官负责对首席调查官日常监督工作进行

修的整个过程中，进修所教官会对进修生进行个别

协助。首席调查官、次席调查官和总括调查官的任

指导。在调查官的训练课程结束后，首席及主任调

免都是由最高裁判所决定的。
主任调查官则由高等

查官会对新被授予调查官资格者加以特别的指导

裁判所任免。除此之外，裁判所中还设有辅助调查

监督。

官职位，在经过家庭裁判所特别授权的情形下，辅

除了上述针对“新人”调查官的系统性培养，

助调查官可以以调查官的名义行使职权。

日本对现任家事调查官也规定了灵活的培养方案。

日本家事调查官虽然有一定独立的法律地位，

日本通过补习研究和补习进修制度，
以维持现任家

但是启动家事调查和工作范围需按裁判官指示进

事调查官的业务水平，使其理论与技术能够与时俱

行，具有依附性。日本将家事调查的启动依据命名

进，适应家事案件激增的社会现状。

为调查命令。对于发布调查命令的标准，法律上未

补习研究和补习进修一般也是在调查官进修

作具体规范，
主要依托家庭裁判所或裁判长的自由

所进行集合进修，针对不同的家事调查官，进修期

裁量。

间存在 2 周到 4 周的时间差异。针对经验丰富的

实务中，
调查命令的发布一般先由负责事件筛

调查官，设有婚姻咨询、心理测试新技法和家庭个

选的家事调查官等讨论是否需要调查，
裁判官在参

案工作等特别课程；
针对在各家庭裁判所担任指导

考讨论结果后决定是否发令。
对于调查命令的形态，

监督的主任调查官，
设有关于如何指导家事调查官

依据调查进行的日期，
可分为事前调查和进行中调

的特别课程等。
日本的家事调查官的进修课程基本

查。依据调查项目的特定性程度，又可分为调查、

是义务性的，每年参加前期各种进修课程的调查官

基础调查和部分调查。

总人数几乎达到全体调查官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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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日本的家事调查官培养模式已形成

国家层面进行具体的制度构建。

体系。
日本体系性的培养方式背后是以国家财力与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人力为后盾支撑的。
若借鉴日本家事调查官的培训
模式，意图构建专业化的家事调查官队伍，仍需从

彭诚信：《民法典》夫妻债务规则的解读丨前沿
原创：2021-02-21 中国民商法律网

张静远摘编

https://mp.weixin.qq.com/s/iUIJLWyydazArN2MgCwixA

条规定，夫妻一方所订立的债务，只要发生在婚姻

中国民商法律网

关系存续期间，均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一立
本文摘编自彭诚信：
《<民法典>夫妻债务规

场强化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但同时存在矫枉过正、

则的应然理解与未来课题》
，载《政法论丛》2020

损害非举债方配偶权益的问题。为纠正这一缺陷，

年第 6 期。

最高院于 2017 年增加两款补充规定，将夫妻一方

【作者简介】彭诚信，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

与第三人串通以及夫妻一方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

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犯罪活动所负债务排除出共同债务的范围，但其收
效甚微。

夫妻共同债务应如何认定？非举债方配偶与

因此，最高院另起炉灶，于 2018 年出台《夫

债权人利益应如何平衡？这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律

妻债务司法解释》，规定了以下三条规则：第一，

制度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在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

“共同签字”“事后追认”等基于夫妻双方合意所

中长期存在巨大争议。
《民法典》第 1064 条在整合

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即“共债共签”原则；

既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此作出了规定，但

第二，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这一规定是否从根本上解决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

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第三，夫妻一方以个

定问题？对此，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彭诚信教授在

人名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权所负的债务，
原则上不

《<民法典>夫妻债务规则的应然理解与未来课题》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除非债权人证明其用于夫妻共

一文中，
在梳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变迁的基础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合意。上述

上，
对夫妻债务规则的前提预设及法律效力作了深

规则被《民法典》第 1064 条所继受。

入的分析，并对《民法典》第 1064 条作了总体评
价。

二、确立夫妻债务规则的前提预设
一、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制度的变化过程

（一）夫妻内外法律关系的区分

原《婚姻法》以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就夫妻债务的认定而言，
夫妻一方或双方与债

负”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标准。这一标准对

权人的外部关系是主要的，
而夫妻内部关系是次要

债权人苛以较高的举证义务，
在实践中引发夫妻借

的。因此，
《民法典》第 1064 条应侧重外部视角，

助“假离婚”等手段损害债权人权益的现象。

基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来理解。

为扭转此种现象，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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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债务规则的设计应体现婚姻本质，
当夫妻

（一）夫妻债务的归属——债务认定

债务的性质认定触及婚姻本质时，
保护夫妻关系稳

确立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基

定的价值应优先于债权人利益。
当基于法律漏洞不

于夫妻双方明确的共同意志；第二，基于日常家事

能兼顾非举债方配偶与债权人的利益时，
应牺牲债

代理制度产生的债务；第三，基于法定条件推定的

权人利益而侧重保护非举债方配偶的利益。

夫妻共同债务，这是确立夫妻共同债务的核心。对

（三）夫妻财产制度的法律效力

此，《民法典》沿用了目的推定（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与合意推定（基于夫妻双

由于债权人往往无从判断夫妻所采取的财产

方共同的意思表示）相结合的推定规则。

制度及其具体内容，
因此夫妻财产制度原则上仅约

首先，如何判断“夫妻共同生活”？“夫妻共

束夫妻内部关系，没有多少对外效力，除非夫妻双

同生活”是指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的夫妻共同生

方能够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

活所负的债务。主流观点认为，夫妻一方负债是否

（四）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法律功能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实质乃系争债务是否为了
“夫妻共同利益”。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旨在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

其次，如何判断“共同生产经营”？对此尚无

要，
但其在客观上也起到将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的

定论，有“共同参与”说、
“受益”说等。事实上，

债务确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附带效果。
值得注意的

我国当下众多家庭中仍是一方主要承担家庭事务，

是，依据文义解释，
《民法典》第 1064 条所称“夫

另一方主要负责生产经营，
故不应仅因另一方未参

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范围应大于“家庭日常

与经营而否认其债务为共同债务。正如不少学者所

生活需要”的范围。

指出的，
“共同生产经营”
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
（五）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属性

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会给司法实务带来困扰，须

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属性，
除夫妻与债权人另

加以细化规定或适当限制。
最后，
《民法典》第 1064 条第二款基于法律推

有约定外，
均取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般法律属性。
夫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共同共有关系为基础产生

定的“共同意思表示”与第一款基于“共债共签”

的共同债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连带债务。夫妻双

规定的
“共同意思表示”是什么关系？有学者认为，

方除作为共同财产的所有人对共同债务承担共同

第二款可以完全覆盖第一款。也有学者认为第一款

偿还的责任之外，
是否还应以个人财产对该债务负

中的合意是负债型合意，
夫妻双方由此成为共同债

责，需单独认定。当然，对于因家事代理产生的共

务人；第二款则是授权型合意，夫妻一方得以共同

同债务，
因其体现夫妻之间最低限度的扶助和信赖

财产之全部及其个人财产对外承担清偿责任。
由上述分析可知，站在债权人的视角，推定的

且一般不涉及大额处分，
可以作为夫妻双方的连带

夫妻共同债务基本上是一个债法问题，跟夫妻财产

债务处理。

制度并无必然联系。
确立债务归属主要还应立足于
三、规范夫妻债务的法律原理

夫妻关系的外部视角。

平衡非举债方配偶与债权人利益的前提是将

（二）
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明——债权人的举证

债务归属与债务承担区分对待。
具体的平衡技术是

义务

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具体夫妻财产制度下的清偿顺
无论采何种标准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相应的举

序、内部财产分割、追偿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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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义务应由债权人承担。
但由于夫妻生活的私密性，

该条在内容上的重大缺憾是，对于责任财产确

债权人往往难以完成其举证责任。
由此可能产生两

定、清偿顺序、夫妻内部补偿等司法实践亟需的规

种风险：一是“共债共签”制度的一般化，即债权

则规定仍不完善甚至遗漏。此外，对夫妻共同债务

人要求所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均由夫

的认定采用目的推定和合意推定的标准是否合适，

妻双方“共债共签”
，这不仅违背立法本意，而且

还须由婚姻法专家评价。

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二是“共同生活”标准认定

（二）法定债务性质认定规则阙如

的宽松化，变相回归传统的“推定论”
，有违立法
初衷。因此，对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外部效力应从严

该条以意定之债为主要规制对象，而未考虑到

把握；同时，考虑到债权人的举证困难，对其亦不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的法定债务（如侵权之

宜过苛。

债）的归属问题，构成法律漏洞。如何在既有夫妻
债务规则中对法定债务作出妥善回应，将是未来民

（三）夫妻债务的承担——债务清偿

法的重大课题。

首先是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承担问题。
此种情

（三）基于“日常家事代理”共同债务的体系

形下，债务方配偶的责任财产，应不仅包括其个人

定位有待澄清

财产，还应包括其在共同财产中的潜在份额。问题
在于，
以共同财产中的潜在份额清偿可能会导致婚

在《民法典》第 1060 条已规定日常家事代理

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有财产的提前分割，
且可能间

的情况下，第 1064 条是否还有必要重复规定，值

接损害非举债方配偶的利益。因此，此时需要法律

得斟酌。此外，在采用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场合，
“日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终止、分割等做出相应规定。

常家事代理”共债是否适用，亦有解释的空间。

其次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共同清偿问题。对此，

（四）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下“夫妻共同债务”

债权人和夫妻双方之间有约定的按约定；
没有约定

的评析

的，其清偿顺序首先是夫妻共同财产，其次是夫妻
双方的个人财产。
关于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是

从基本法律原理上看，“共债共签”并非一个

否属于责任财产范围，理论上存在相反的观点。夫

好的制度设计。第一，“共债共签”天然地内涵于

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中还存在清偿方式如何认定等

合同法原理与基本精神之中，没有必要刻意列明；

问题，有待未来的司法实践进一步澄清。

第二，淡化了更为重要的推定的夫妻共有债务；第
三，或是压缩了推定的夫妻共有债务的存在空间，

（四）夫妻内部的财产补偿

或是与合意推定的夫妻共有债务经常发生重复；第
四，可能制造人伦矛盾，增加交易成本。第五，违

夫妻债务的承担造成非举债方配偶损失的，举

反法律本性，体现了对社会败德现象屈服的无奈。

债方应予补偿。
补偿数额是一方为对方付出且超出
自己应负担的数额；
请求时点原则上应在夫妻财产

五、结语

分割、共有制终止时，以保护婚姻关系的稳定；补
夫妻共同债务中的法律问题包含不同层次。首

偿的依据应根据是否离婚、
有无约定等具体情形而

先，在债务性质认定上，保护债权人利益应以最小

定。

乃至不影响夫妻关系的稳定与家庭关系的和谐为
四、对《民法典》第 1064 条的总体评价

侧重，
不应把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作为保护债权人利
益的首选。其次，在债务外部清偿法律关系中，应

（一）
“推定的夫妻共同债务”内容过于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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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责任财产范围的确定上兼顾夫妻双方和债权

的再平衡。

人的利益。最后，在夫妻内部关系中，可通过夫妻

责任编辑：张静远、谭小凡

内部的补偿机制，
实现举债方和非举债方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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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官视点
代孕的司法困境及解决
原创：2021-02-02 丹棱论坛

王静姝 韩筱

https://mp.weixin.qq.com/s/Aarf-CUUgZg-_1MYJOMy8g

编者按：本文是海淀法院在调研代孕问题的

样本中，委托代孕原因包括：委托人或其配偶存在

基础上，结合石景山法院、丰台法院、门头沟法院

生理障碍无法自行孕育子女的案件占比 60%；委托

相关材料编写而成。

人未婚但希望养育子女的案件占比 26.67%；委托

近年来，
代孕行为及相关非法产业引发各类案

人不愿承受生育之累的案件占比 6.67%；委托人意

件。我国法律尚未明确界定代孕概念及法律后果，

图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胎儿性别选择的案件占比

目前理论和实践中一般认为，
代孕行为是指由第三

6.67%。此外，近年来同性婚姻、独身主义、失独

方女性代替委托人完成孕育和分娩胎儿的过程，其

家庭等现实问题的出现和增多，
也成为代孕产业屡

中多涉及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

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分别以“代孕”和“冷冻胚胎”为关键词在北

二是多方主体间各类型冲突加剧。代孕委托

京法院数据分析平台进行检索，2007 至 2020 年，

人与代孕机构间的服务合同纠纷 5 件。委托人与

北京法院共审理涉代孕案件 81 件、涉冷冻胚胎案

代孕机构签订代孕协议，
约定由代孕机构作为受托

件 8 件，
经过筛选有 38 件与代孕行为相关度较高，

人，全权负责寻找第三方女性、代孕流程安排、婴

对该 38 件样本分析发现，2018 至 2020 年案件数

儿出生及办理代孕及婴儿全部相关手续等；或由代

量增长明显，分别为 9 件、10 件、6 件，近三年案

孕机构或个人作为居间人，
撮合委托人与第三方女

件数量占样本总量的 65.78%；案件类型主要包括

性订立代孕协议并提供代孕技术等服务。

合同纠纷、
离婚抚养等家事纠纷，
也出现相关刑事、

委托人与医疗机构间的服务合同纠纷 5 件。
当

行政案件。具体来看，样本案件集中反映了以下司

事人在医疗机构接受人工辅助生殖服务，
后因自身

法困境：

原因要求机构返还冷冻胚胎由其本人保管。
代孕委托人与受托人间的合同纠纷 3 件。
无中

一、代孕行为多方主体之间合同纠纷频发，类

介参与情况下，
代孕委托人与受托人直接签订各类

案裁判尺度和涉外法律适用亟待统一

“代孕协议”，如“咨询协议”“合作协议”
“借款

样本中，因代孕引发各类合同纠纷 15 件，占

协议”等，实质条款为由受托人为其孕育并分娩婴

比 39.47%。结合样本内容，委托代孕行为主要涉

儿。样本中均为委托人基于相关协议，主张代孕中

及以下主体：提供精子的男性（生物学父亲）
、提

介或受托人未按约定标准全面履行义务，
要求确认

供卵子的女性（生物学母亲）
、孕育并分娩婴儿的

合同无效或返还财产、赔偿损失。

女性（孕母）
、代孕中介、医疗机构、代孕委托人

代孕委托人之间的合同纠纷 2 件。不存在婚姻

（意愿父/母）和实际抚养人（抚养父/母）
，上述

关系的意愿父母共同作为委托人与第三方签订代

主体的身份可能交叉重合，
组合形成多种不同情况。

孕协议，此后双方发生矛盾，一方委托人承担代孕

一是催生代孕产业的多重市场需求客观存在。

费用后起诉要求另一方分担相关费用，并赔偿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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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遭受的身心损害。

的国家或委托跨国（境）代孕公司进行代孕，以规

三是类案裁判依据和结果存在差异。对代孕

避国内法律规制。该行为可能引发以下法律问题：

协议的效力认定具有一致性。样本中，法院裁判均

涉外法律适用冲突，
相关行为的合法性评价及裁判

认定代孕行为涉及代孕者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多

结果执行或存障碍；跨国（境）代孕子女的身份关

项重大人格利益，以及亲属关系确立、子女抚养等

系、国籍及相应人身财产权利认定困难，难获充分

法律、伦理问题，从事代孕行为违背社会伦理道德

保障；代孕过程可能涉及终止妊娠、医疗事故、婴

及公序良俗，应属无效。

儿缺陷等多重风险，
“退单式代孕”难以善后。相

对代孕协议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认定存在差异。

关主体故意规避国内法律约束及市场监管，对弱势

对尚未开始履行代孕合同的情形，
法院普遍认为代

群体保护不足，隐患较大，亟待规制。

孕中介或受托人应向委托人全额返还财产；
对于已

二、涉代孕出生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抚养、

经部分履行居间义务或孕育义务的情形，
部分法院

继承、离婚等家事纠纷裁判难度大

秉持“相关代孕行为人不应从中获利”的原则，判
定全额返还；部分法院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依据双

样本中，该类案件共 17 件，占比 45.95%，涉

方过错程度裁量应负同等责任；
部分法院判定扣除

及案由包括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同居关系子女抚养

合同已履行部分的合理成本，返还剩余货币财产。

纠纷、
抚养费纠纷、离婚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等。

此外，对当事人主张返还相应利息的诉求，在对方

案件争议焦点集中于代孕出生子女的身份认定和

拒绝承担的情况下，尚无法院支持。对于应返还财

抚养权认定。

产的数额认定及法律论证，实践中差异明显，法官

一是代孕背景下亲子关系认定缺乏明确法律

自由裁量空间较大，裁判尺度有待统一。此外，代

依据。代孕引发的监护、继承、探视、抚养纠纷裁

孕行为具备较强人身属性，
样本中虽尚未涉及婴儿

判，通常需要以亲子关系确认为前提。《民法典》

出生后委托人“退单”的情形，但该情况下，明显

第 1073 条在法律层面对亲子关系确认进行了规定，

不能单纯以回溯至合同未生效前作为解决方案，对

但只是对亲子关系有异议情形的救济，缺乏一般情

于是否应裁判货币补偿，亦有待明确。

况下积极确认亲子关系的规则。按照该条规定，有
资格提起确定或者否定亲子关系之诉的主体主要

对冷冻胚胎使用条件的认定存在差异。
样本中，
法院通常判令医疗机构返还冷冻胚胎，
部分案件要

是父或母。代孕语境下，会产生血缘、分娩、出生

求委托人持有具备人工辅助生殖资质的医疗机构

后养育三种不同类型的母亲，血缘、养育两种不同

接收文件方可领取；
部分法院认为处分冷冻胚胎除

类型父亲，父或母的指向不明确。

需当事人同意外，还应同时具备其他条件，例如经

二是未经夫妻一方同意或超出夫妻一方同意

夫妻双方同意后形成的冷冻胚胎，
在夫妻一方去世

范围实施代孕是否构成过错方有待明确。在王某

后，处分胚胎需经已去世一方父母同意。但生育权

诉高某离婚纠纷中，高某通过代孕生育二子，王某

属于夫妻双方的人身权利，裁判合理性有待商榷。

知情但仅同意生育一子，双方因此产生矛盾。后王
某起诉要求离婚，法院认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驳

四是跨国（境）代孕行为普遍且易引发多重法
律问题。样本中有 5 案涉跨国（境）商业代孕。因

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生育属于婚姻关系中重要事项，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不允许医疗机

代孕技术的介入使得当事人生育权更容易遭受侵

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并明确禁

害，未经对方同意或超出同意范围生育子女，是否

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和相关买卖配子、合子、胚

构成过错，能否认定为应当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

胎行为，实践中，部分主体通过前往代孕行为合法

无过错方能否请求赔偿等问题有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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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代孕所生子女是否为婚生子女的认定标

定，将直接影响代孕子女的继承权。例如，在意愿

准有待明确。在王某与宋某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中，

父母并非生物学父母的情况下，
意愿父母在委托代

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协商一致进行代孕。
王某提供精

孕后、婴儿出生前死亡的，婴儿是否享有对意愿父

子，
由代孕母亲提供卵子并生产二女。
双方离婚后，

母财产的继承权；委托人留有遗嘱但未预留胎儿份

女儿由宋某抚养。
后王某以女儿与宋某无血缘关系

额的情况下，能否发生相应继承的法律效力等问题

为由主张应由其抚养。
法院认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值得讨论。

经双方一致同意运用辅助生育技术生育子女，
即使

三、涉代孕行政监督执法职权不明易引发行政

所生子女与夫妻其中一方无血缘关系，
也应视为夫

纠纷

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但对于夫妻一方擅自实施代孕
行为或超出双方合意的范围所生子女，
是否能视为

2020 年 6 月 1 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

婚生子女，
另一方是否应对代孕子女承担抚养义务

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

等问题均有待明确。

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履行对辖区医疗卫生

四是同居关系中代孕生育子女的身份关系认

行业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职权。但是《人类辅助生

定标准有待统一。在薛某诉马某同居关系子女抚

殖技术管理办法》第 22 条规定，对违反规定使用

养纠纷中，
双方同居期间一致同意通过代孕技术生

代孕技术的行政执法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育子女，马某提供精子，卵子由第三人提供并由薛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实施。
该规定与立法授权不一致，

某怀孕生产。马某 2 出生后，马某将马某 2 带离。

且不利于实现属地监督、常态化监管。

薛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马某 2 由其抚养。两审法

调研中，相关行政纠纷虽仅有 1 件，但反映出

院均认为，薛某不是马某 2 的生物学母亲，且马某

对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的行政监管执法职权有

2 一直由马某抚养，遂驳回薛某诉求。该案中，由

待明晰。该案中，原告程某举报某医院非法开展商

于当事人无婚姻关系，孕育分娩马某 2 的薛某因

业代孕业务，该区卫健委称应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

与所育子女无血缘关系，即不被认可与马某 2 具

对代孕事项进行行政处罚，
区卫健委亦无权对投诉

有母子关系；而该案卵子供体为境外主体，不能且

所设其他辖区机构进行调查。法院认为，区卫健委

无意愿履行母亲的权利义务，马某 2 因此缺少被

未经充分调查即作出医院不存在实施代孕技术的

我国法律承认的母亲，裁判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行政事项处理意见书，未充分履行法定职责，判决

五是代孕子女的直接抚养人认定标准有待明

撤销该意见书并限期重新作出。
因行政事项处理意

确。因我国目前法律对代孕生育子女身份缺乏规

见影响当事人民事权利救济，若不能理顺对实施代

定，代孕子女可能同时拥有意愿父母（委托人）、

孕的行政监管机制，此类纠纷可能持续增长，且司

生物学父母（供精/卵人）
、孕母及抚养父母，上述

法裁判无法有效引导依法行政。

主体中哪些人可以被认定为代孕子女的合法父母

四、涉代孕网络侵权、诈骗案件司法救济有限

有待明确。除亲子关系认定外，当两名以上的不同
样本中，共有 2 件网络侵权纠纷涉及实施代孕

身份主体要求直接抚养代孕生育子女，
且抚养条件
基本相同时，
需结合具体情形综合确定直接抚养人，

技术的公司擅自利用公众人物姓名、肖像，为其提

该认定标准亦有待明确。

供的相关代孕服务做公开广告宣传。另有 1 件诈
骗罪案件，
被告人以为他人提供代孕中介服务为由，

六是代孕子女在继承纠纷中法律地位有待明
确。根据《民法典》第 16 条、第 1155 条规定，胎

骗取他人高额财物。在未实施全面监管情况下，侵

儿享有继承份额。
但前述对代孕子女身份关系的认

害者公然发布相关广告信息，实施侵权、犯罪行为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53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门槛低，而侵害行为给受害者造成名誉、财产损害

细胞组织出入境及代孕所生子女入境监管，市场监

后，难以通过司法追诉得到充分弥补。

管部门对涉代孕医疗器械和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管，
网络监管部门对代孕广告信息的清理屏蔽以及卫

五、对策建议

生健康主管部门开展专项执法；同时，建立强制报

一是建立层级完整、内容完备的代孕治理规

告制度，要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在执业中发现开

范体系。针对立法层级不高问题，推动代孕治理有

展代孕活动的情况，
应当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

法可依。目前，我国涉及代孕的具体规定主要见于

以形成各部门责任明晰、
协调配合的综合治理机制，

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人类精

实现有效打击境内商业代孕、严格规制跨国代孕。

子库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效力层级低；
《民法

提高代孕违法成本，强化治理效果。
《人类辅

典》第 1006 条至 1009 条虽然对生命科技发展背

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 22 条规定，开展人类辅

景下人格权保护进行规定，
但没有对代孕作出明确

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法开展代孕的，
最高将被

表述。有必要以法律形式表明禁止代孕的立场。

处以三万元罚款。2016 年修订的《医疗机构管理

针对规定分散问题，集成代孕治理相关规范。

条例》第 47 条规定，对于超出诊疗范围的最多处

涉及代孕的规定目前散见于原卫生部规范性文件、

以 3000 元罚款。违法成本过低，使得行政执法机

司法部有关文件以及相关地方性法规中，
碎片化严

关对黑市代孕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交易难

重、体系化不足，有必要进行集成、梳理，集中明

以形成有效制裁。建议修改罚则，强化行政处罚效

确规定实施代孕行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形

果。

成分层递进的规范治理体系。

三是建立导向明确、尺度统一的代孕纠纷司

针对立法内容不全问题，
填补代孕治理立法空

法裁判规则。明确代孕协议效力认定规则。在我国

白。明确各类主体实施代孕行为的法律责任。原卫

目前禁止任何形式代孕的情况下，对代孕协议应当

生部规章仅针对实施人工生殖辅助技术的医疗机

依据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认定无效，通过司法裁

构和医务人员，企业、个人提供代孕中介服务合法

判彰显引导正确价值取向。

性问题尚属立法真空，
对普通公民的代孕行为未予

明确冷冻胚胎权属裁判规则。该类纠纷裁判结

以法律评价，有必要补充完善。

果直接影响到冷冻胚胎能否得到合法处置。应当综

二是建立高效联动、监管严密的代孕监督执

合自然人的意思表示、生育权、生命权、健康权等

法制度。调整代孕监管权责，优化治理模式。样本

法律规定进行裁判。一方面，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中涉代孕行政案件反映出，
目前行政监管难以有效

益，避免缺乏法律依据的不当限制；另一方面，要

应对代孕产业化背景下同一案件涉及多个不同地

依法对保管、使用冷冻胚胎的主体和程序进行限定，

区代孕机构的情况。有必要依据上位法律，清理修

避免冷冻胚胎被用于商业买卖及代孕。

改相关部门规章，进一步理顺监管机制，提高监管

统一代孕亲子关系确认规则。针对代孕语境下

执法工作效能。

出现多名“父母”的情况，以何种规则确定子女法

注重部门联动配合，增强治理合力。代孕活动

律上的父母及父母子女间权利义务关系，
要通过细

日趋链条化、隐蔽化，供卵、移植、代孕、亲子鉴

分情况逐一明确裁判规则。应贯彻《民法典》保护

定等各环节形成分工明确的生产流水线，
依靠单一

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的原则，重视司法裁判的示范

部门、单一环节监管难以有效遏制。建议明确各职

引导作用和深远社会影响，
避免有关主体利用法院

能部门在监督打击代孕行为方面职责，
由公安机关

判决，变相实施买卖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

实施对代孕线索技术侦查，海关对代孕旅行、人体
家事法苑

妥善平衡涉代孕合同纠纷各方利益。
《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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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生命科技发展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创新性

制。由于涉代孕法律规定的滞后性，以及代孕产生

规定，如第 1007 条“禁止买卖人体细胞、组织、

的新型主体关系与其他各领域规范难以匹配，
容易

器官和遗体”
、第 1009 条“从事人体基因、胚胎等

因代孕行为遭受侵害的群体，尤其是代孕出生儿童、

医学和科研活动的法定限制”等，为涉代孕相关问

参与代孕活动的妇女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建

题的裁判提供了原则指引和具体规则。实践中，法

议明确由民政部门针对代孕出生儿童遭遇弃养等

官应依照《民法典》规定，准确界定代孕行为及法

情况提供救助、
提起公益诉讼等，
由司法行政部门、

律后果，预防和减轻商业代孕等行为对妇女、儿童

妇联等部门为被迫参与代孕、遭受侵害的妇女提供

等群体的身心损害，
以审慎全面的司法裁判平衡各

帮助。同时，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领

方权益。

域，针对代孕导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制定

明确跨境代孕法律冲突解决规则。
充分调研主

相关政策，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要国家对代孕的法律规定，
结合我国加入的国际公

王静姝 海淀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法官助理

约、司法协助条约及冲突法，明确各类跨境代孕行

韩

为法律后果、司法管辖条件。

筱 海淀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研究室）法官助理
编辑：郭昕怡

四是建立非歧视、可获得的配套社会保障机

“喜当爹”多年，错付的抚养费能讨回吗？
2021-02-03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b___JplxiRgyVyhx_08jXg

有一种惊喜，叫做“喜当爹”
，

日将小陈带回抚养。

有一种惊吓，叫做“孩子是女友的，但爹不是我！
”

陈某认为，其为抚养小陈花光了积蓄，但小陈

这几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并非其亲生子，而林某作为亲生母亲，有法定抚养
义务，
应当返还其因抚养所支出的生活费、
教育费、

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

医疗费、鉴定费等，并赔偿精神损失，
故诉至法院。

期间付出的金钱和心血
能否要回呢？

法院：女方应返还

儿子非亲生，找女友讨抚养费

法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非
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不直接抚养

陈某与林林原是恋人关系，
两人同居期间林林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

怀孕并于 2015 年 5 月生育非婚生儿子小陈，林林

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出院一个月后以办理出生证为由独自离开并失去

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陈某并非小陈的

联系，小陈便一直由陈某及其家人抚养。

生父，不负有抚养的法定义务，其在不知情的情况

2018 年 6 月 11 日， 因办理非婚生子上户口

下误以为小陈为其亲生子并对其进行抚养，造成自

的手续需提供亲子鉴定报告，
陈某与小陈做了亲子

己现存财产减少，利益受损。林林作为小陈的亲生

鉴定，
鉴定意见为
“排除陈某是小陈的生物学父亲”
，

母亲，应承担抚养义务。林林因陈某之前的抚养行

即两人间无血缘关系。后林林在 2019 年 11 月 10

家事法苑

为，免于支出其应负担的抚养费用，可视为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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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极增加，林林由此获益。陈某财产减损与林林

子关系的确认或者否认制度。该条款规定，对亲子

获利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故陈某享有不当得利

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起诉请

请求权，
就其抚养而支出费用有权向林林主张不当

求确认或否认亲子关系；
成年子女可以起诉请求确

得利返还，因此陈某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因

认亲子关系。

双方之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同居期间，双方

一般而言，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者出生

互不享有配偶权，
仅负有道德上的忠实义务而非法

的子女，可以依靠婚姻关系推定夫妻双方为婚生子

律上的忠实义务，
故对陈某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请

女的父母，而不是靠血缘关系。与婚生子女不同，

求，法院不予支持。

非婚生子女是根据分娩的事实来确定生母，并因生

最终法院判决，林林需向陈某返还 54 个月的

母与生父之间缺乏合法的婚姻关系，
生父的身份往

抚养费 64800 元、医疗费 11363 元、亲子鉴定费

往有待确定，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亲子鉴定报告等来

3000 元。

证明血缘关系。
在此，也要提醒广大群众，法律对非婚生子女

法官说法

和婚生子女一视同仁，《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千零六十

条规定了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八条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有教育、

作为子女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身份，如果因为生

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抚养义务系父母法

为非婚生子女而受到歧视，
这与人人平等的现代人

定义务，因此，在无亲子关系的情形下，不存在亲

权观念也不相符。

子关系的一方不负该法定义务。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鼓励、

如本案中，
陈某经亲子鉴定证实其与小陈之间

提倡未婚生育。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例反映出大多

不存在亲子关系，对小陈不负法定抚养义务，其在

非婚生子女缺乏温暖和谐的成长环境，会面临亲子

不知情的情况下抚养小陈多年，
付出了大量的财力

关系确认、抚养、探望等纠纷，部分非婚生子女在

和精力，因此其依据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小陈生

户口登记中也可能面临相对繁琐的程序，
甚至影响

母林林返还所支出的抚养费，于法有据。

入学接受教育。

那么，
《民法典》中对亲子关系的确认是怎么
编辑：廖燕珊

规定的呢？《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规定了亲

不动产登记制度变更的司法应对——
以婚姻关系审查政策的变更为视角｜审判研究
原创：2021-02-03 审判研究

刘通

朱海俊

https://mp.weixin.qq.com/s/j3jRZjNSXoDbx_LljSRYQw

刘通 朱海俊

8 号）, 该通知要求不动产登记精简材料、优化流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

程、提升效率。在这一通知之前，
从公开的报道看，

一、问题的提出

2017 年 4 月起江苏省内已有多地不动产登记部门

2019 年 3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

陆续发布了不动产登记中不再审查婚姻关系的政

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
（国办发
〔2019〕
家事法苑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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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发布后，
全国范围内多地的不动产登记部

《公告》出台前，不动产登记部门在不动产登

门陆续密集发布了
《关于不动产登记中不再审查婚

记权利人处分房产时会要求其提供婚姻状况证明，

姻关系的公告》
（以下简称《公告》
）
。由于我国社

当其发现房产上存在隐名共有人时会要求隐名共

会传统以及政策等复杂的原因，
在不动产登记簿中

有人一同签字，否则将不会为其办理不动产登记。

夫妻共有房产存在隐名共有人的情况较多，
且显名

因此，不动产登记部门对当事人婚姻关系的审查，

权利人以登记在男方一人名下为主。而基于《婚姻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欠缺房产完整处分权的显名

法》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婚姻关系原本一

权利人对房产作出无权处分，同时也避免了不动产

直是不动产登记审查的重点，
对登记申请人婚姻关

善意取得纠纷案件进入法院审理程序。

系进行审查的政策为夫妻共有房屋隐名共有人的

《公告》出台后，房产显名权利人独自处分房

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利保障。
该政策也节约了司法资

产的情形将会增加，
隐名共有人的维权行为则必然

源，在相关矛盾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前建立了一道

导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增多，而第三人取得房屋所

“防火墙”
。

有权是否是善意取得将会成为法庭上的主要争议

婚姻关系审查政策的变更，
是不动产登记部门

焦点。

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及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需

（二）增加不动产登记异议纠纷案件

要，但其在进一步提高不动产登记效率的同时，也
为司法工作尤其是对法院涉房产类案件的审执工

对于登记在显名权利人一人名下的房产，
隐名

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使得司法成为夫妻共有房屋隐

共有人有权要求更正登记，
通过在不动产登记簿上

名共有人权益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本文拟对不动

增加姓名从而成为显名权利人。
在显名权利人同意

产登记部门不再审查婚姻关系政策对司法实务所

更正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可持身份证、婚姻证明、

带来的影响以及隐名共有人权利保护的困境进行

不动产证书等资料，
共同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填写财

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设想，以期对今后法院

产约定书，将不动产登记为双方共同所有。如果显

审判理念的更新、对应措施的研究、以及裁判尺度

名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登记的，隐名共有人可以持婚

的统一等司法应对有所裨益。

姻证明等资料，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提出异议登记。
异议登记后，隐名共有人应在 15 日内向法院提出

二、不再审查婚姻关系对司法实务的影响

异议登记诉讼，
如果法院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认定

（一）引发不动产善意取得纠纷案件

房屋属于共有财产，
隐名共有人可以持生效法律文
书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更正登记。

《物权法》
中关于动产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就《公告》的出台和实施，各地不动产登记部

的设计，均是以当事人无权处分为前提的。由于善

门均在政府网站与自媒体上对《公告》以及相关政

意取得就是解决无处分权人在无权处分他人财产

策解读进行了宣传，
宣传中强调不动产登记是一种

时，
第三人基于某种合理的信赖而确定其取得财产

物权公示行为，
并向社会大众告知了异议登记的途

的行为，
因而善意取得的前提就是转让人处分财产

径与方法。
这势必将促使一些隐名共有人在显名权

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
［1］所谓的无权处分，是指

利人拒绝配合更正登记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异议登

无处分权人实施的处分他人权利的法律行为。
无权

记诉讼。

处分，包括根本无所有权，也包括欠缺完整的处分
权。
［2］显名权利人未经隐名共有人的同意，对房

（三）增加共有房产执行问题

产的擅自处分，便是欠缺完整处分权的无权处分。

家事法苑

夫或妻一方为被执行人，
对于夫妻共有房产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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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这个问题是近几年法院执行工作的难

(二)法律倾向于保护善意第三人

点之一，
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执行模式。

按照传统民法的观点，善意取得通常单独指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产的善意取得，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不动产隐名

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 3 条规定：夫妻

共有人的权利保护问题。2007 年开始施行的《物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

权法》
中首次明确了不动产同样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也由此引发了隐名共有人的权利保护问题。

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规定改变

为防止现实中出现夫妻一方恶意私自出售房

了以往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强调了

屋致使另一方无家可归的情况，2011 年《婚姻法》

夫妻“共债共签”的原则。

司法解释三的征求意见稿中，原本规定属于家庭共

在《公告》出台以前，显名权利人因借款需要

同生活居住需要的夫妻共有房屋排除适用不动产

办理抵押登记的，
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查婚姻关系时

善意取得。
但由于其会导致司法解释的施行否定法

发现房产有隐名共有人的，
会要求隐名共有人一同

律规定的现象，
且在善意第三人买房同样是唯一一

签字确认，这符合“共债共签”的要求，且有效避

套住房为其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情形下，
无法平衡

免夫妻共有房产被显名权利人私自办理抵押登记。

两者之间的利益，所以该排除条款最终被删除。

不再审查婚姻关系后，
对于登记在显名权利人一方

最终，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关于夫妻共有

名下的房产，
显名权利人申请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

房产可以被第三人善意取得的规定变成了
《物权法》

将不再需要其配偶共同签字，
抵押人即为不动产权

善意取得规定的强化版，其第 11 条第 1 款规定：

证书上记载的显名权利人。
如显名权利人因未及时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

还款等原因被抵押权人起诉，
文书生效后抵押权人

三人善意购买、
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申请法院对被抵押房产进行拍卖处置，
这势必将增

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

加法院对共有房产的执行问题。

所以将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顺位排在隐名共有人之

三、隐名共有人权利保护的困境

前，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这样将更加有利于夫妻共
有房屋作为一种不动产财产的流转，
从而对社会经

（一）异议登记可能影响家庭和谐稳定

济更有助益。如果给予夫妻共有房屋原权利人以过

在大部分中国式婚姻中，为维护感情伦理，夫

多的保护，
那么对于夫妻共有房屋的善意买受人的

妻通常回避财产分配，避免以财产度量感情，减少

权利的保护就会有所欠缺，
在权衡夫妻共有房屋原

经济利益对家庭关系、伦理的冲击。隐名共有人提

权利人的物权和夫妻共有房屋善意买受人之间的

出对不动产变更登记可能会影响婚姻家庭关系的

利益上来考虑，
立法者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为重

和谐与稳定。提出变更登记后，夫妻共有房屋顺利

要。［4］

变更登记了最好，
但也非常有可能发生一方不同意

（三）缺乏有效救济途径

更正登记，另一方只能通过其他救济途径解决，这
样已然影响到了夫妻间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或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11 条第 2 款规定：

者另一方权利人因各种原因就委曲求全、
不再要求

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

更正登记，那么其实际权益必遭受损害，那么显名

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

一方就可以顺其自然地将夫妻共有房屋占为己有，

支持。根据该规定，共有房产被显名权利人擅自处

显失公平。
［3］

分后，
隐名共有人只有当与显名权利人离婚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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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显名权利人主张损失，
这样隐名共有人的损失必

法》司法解释一中关于事实婚姻的规定，设定一个

然无法及时得到补偿。

日期，
要求隐名共有人在这个日期前向不动产登记

在我国夫妻婚后财产共有的立法现状下，
债权

部门提出变更登记的申请，
对于指定日期前隐名共

人与债务人的主体发生了混同，
损害赔偿失去了应

有人提出异议登记申请的，
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

有之意。
就算是隐名共有人在离婚时向显名权利人

于此日期后善意第三人基于对不动产登记簿的公

进行索赔，
也难以保障隐名共有人可得到应得金额

信力，剔除《物权法》司法解释一中排除善意取得

的赔偿。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4 条中规定

的几种情形外，便可简单地证明其主观善意。

夫妻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

此外，
现行不动产异议登记制度的设计以显名

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

权利人不同意变更登记为前提，
隐名共有人在提出

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夫妻一方可以在夫妻关系存续

不动产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必须向法院提起

期间请求法院分割财产。
但该条款在适用上与善意

诉讼，十五日内不起诉的则异议登记失效。笔者认

取得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原因在于，善意

为，也可通过赋予不动产异议登记阻却第三人善意

取得的前提之一是善意第三人已支付了合理的对

取得的效能来保护隐名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价，
这样就使得隐名共有人无法主张显名权利人对

具体做法如下：
虽然异议登记因隐名共有人放

共有房产擅自处分行为是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

弃诉讼而失效，
但不动产登记部门应将异议登记情

利益的。而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几乎都不支

况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中以待处理。
当显名权利人

持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的诉讼

处分房产时，不动产登记部门应与隐名共有人核实

请求。
［5］

不动产具体权属情况，督促其再次提起异议登记并

此外，
对于夫或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共有房产

提出异议登记诉讼，
如异议登记申请人放弃或拒绝

执行案件，
一般均认为夫或妻的另一方不能以房产

提出异议登记或诉讼，则再按照显名权利人的申请，

共有为由申请法院排除执行。
而在近几年基本解决

将不动产变更至善意第三人名下。这样，既可以避

执行难的大背景下，为追求执行效率，多数法院采

免因隐名共有人提出登记异议之诉而导致夫妻关

取对共有房产进行整体拍卖处置的方式，
这亦不利

系不睦，亦可有效阻止显名权利人擅自处分房产。

于隐名共有人的权利保障。

（二）
离婚纠纷中明确擅自处分房产的举证责

四、司法保护隐名共有人权利的建议与设想

任分配

（一）明确“隐名共有人”变更登记的义务

按照《婚姻法》第 17 条与《物权法》第 97 条
的相关规定，夫妻对共有房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

对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簿上存在大量隐名共有

作为显名权利人的夫或妻一方在处分共有房产时，

人的现状，仅依靠各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发布的《公

应当经过作为隐名共有人的夫或妻另一方的同意。

告》及其政策解读的相关宣传来改变，肯定是远远

不再审查婚姻关系，
并不意味隐名共有人失去了对

不够的，我们需进一步明确“隐名共有人”至不动

房产所享有的处理权。如果撇开共有人之间的夫妻

产登记部门进行更正登记的义务。但是，如果“一

关系不谈，
显名权利人隐瞒共有状况私自对不动产

刀切”做出硬性规定，又容易造成部分家庭的关系

进行处分的，隐名共有人可以追究其损害赔偿责任。

动荡，
因此还应考虑给予社会一个认识和接受的时

但是，
在我国夫妻婚后财产共有的立法现状下，

间。

显名权利人与隐名共有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会导致

实践中如何操作？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婚姻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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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
隐名共有人才可以追究显名权利人擅自处

到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与不知道、不应当知道，一

分共有不动产的损害赔偿责任。
房屋被显名权利人

并作为善意的判断标准。
除了将不动产登记这一容

擅自处分时，对于卖房款的处置情况，显名权利人

易识别的权利外观被作为确认善意与否的标准外，

更为知情，
如果在诉讼中将全部的举证责任都依照

还应适当赋予第三人对不动产占有与使用现状外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给隐名共有人，无疑

观合理注意的义务。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对于毛坯

会加大隐名共有人的举证难度和工作量，
对其来说

房与虽有装潢但看不出使用痕迹的房产可简单认

是显失公平的，也会加大法院的审查工作量。

定第三人善意取得，
但对于已装潢且明显有多人居

故而，相关诉讼案件审理中，应当合理分配隐

住使用的房产，排除租赁等他人使用的情形外，第

名共有人与显名权利人之间的举证责任。
对于隐名

三人应当对房产实际权属状况进行必要的询问，尽

共有人，
法院可以简单依据其从不动产登记部门调

到其合理注意的义务。

取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的内容来推断显名权利人的

（四）执行过程保障隐名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损害赔偿责任，
隐名共有人认为房产处置到诉讼之

不动产登记中不再审查婚姻关系，并不代表法

间有溢价的，该部分则仍由隐名共有人负责举证。
而对于显名权利人主张擅自处分房产后房款为夫

院在司法审查中应持同样的标准，《婚姻法》及其

妻共同生活所用应降低其损害赔偿责任的，
该部分

系列司法解释作为特别法，
仍然应该是法院在认定

则应由显名权利人负责举证。

夫妻共有财产时的法律依据。存在隐名共有人的房
产，在执行中仍应当作为夫妻共有财产来对待，即

（三）赋予第三人“合理注意”义务

使被显名权利人私自抵押也不应予以特殊对待。

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是正当交易下的善意第

目前，
司法实践中对夫或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

三人的信赖利益，
而非正当交易可能严重侵害隐名

共有房产的执行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对房产整

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这种交易中第三人本身是否属

体进行裁定拍卖，对于房产拍卖价款的执行以被执

于善意也需要仔细判断和考虑。
如果保护了第三人

行人在共有财产中所占的份额为限，
将限额外的房

并非出于善意的利益，
却牺牲了隐名共有人的合法

款退还给共同共有人；另外一种是对作为被执行人

权益，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设立

的夫或妻一方在共同共有房产中所占的份额进行

目的。

拍卖，共同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应当注意的是，
由于不动产同时涉及到第三人

对于第一种执行模式，笔者认为整体拍卖应征

以及隐名共有人的居住权与生存权，
在不动产登记

得隐名共有人的同意，否则有侵犯隐名共有人合法

中不再审查婚姻关系后，可适当赋予第三人“合理

财产的嫌疑，缺乏正当性与合法性。当隐名共有人

注意”义务来保护隐名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物权

不同意整体拍卖处置时应采取第二种拍卖房产份

法》司法解释一第 15 条规定是从受让人的主观心

额的模式，
在执行中通知不是被执行人的隐名共有

理状态来判断善意与否的标准，
以不动产受让人信

人与申请执行人进行协商。
协商不成则对被执行人

赖登记为无重大过失判断依据。
受让人信赖不动产

享有的份额进行拍卖，但应在公告注明隐名共有人

登记，对真实权利人为不知道、不应当知道。
［6］

对被拍卖房产份额享有优先购买权。
通过积极争取

但因为不动产登记簿上存在隐名共有人的情况较

协商处置并保障优先购买权的方式来保障隐名共

多，现阶段其公信力仍然不强，仅仅依上述标准判

有人的合法权益。

断是否善意，
则可能对隐名共有人的权益导致损害。

此外，
近几年不动产登记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

由此，应将第三人不存在重大过失，也就是尽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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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提升不动产登记效率为由宣布不再审查婚姻

商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
［3］林琳：“夫妻共有房屋登记制度研究—以规避夫

关系。对此笔者认为，未避免给人以今是而昨非的
印象，不动产登记部门应积极广泛运用各种媒体，

妻一方擅自处分共有房屋为视角”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

宣传相关法律知识，鼓励群众自发合理维权，并畅

论文 2019 年。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治工作委员会民

通维权渠道，有效减轻群众诉累，切实保障人民群

法室编著：《物权法立法背景和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

众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

2007 年版，第 449-450 页。
［1］王利明：“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以我国物权法

［5］李兰兰：
“ 离婚财产分割中女方权益保护研究—

草案第 111 条为分析对象”
，载《中国法学》2006 年第 4

—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大连海事大学硕士论

期。

文 2015 年。
［2］孙若军：“论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

［6］肖大明：
“不动产无权处分中善意的认定”
，载《人

以遏制夫妻共有房屋被一方擅自处分为视角”
，载《浙江工

民司法(案例)》2018 年第 17 期。

妈妈给孩子改名，爸爸不乐意了，还告上了法院
2021-02-06 人民法院报

吴扬新 葛媛媛

https://mp.weixin.qq.com/s/WeKgZmD3lETHA-7-LKTm4Q

刘美丽（化名）与金大壮（化名）经人介绍相

院。二审期间，法官征询了孩子的意见，孩子表示

识并登记结婚。婚后刘美丽怀孕生下一子,取名为

愿意自己的姓名为刘大力，
不愿恢复金百万的名字。

金百万（化名）
。

北京一中院认为：本案中，就双方争议的变更

然而，
刘美丽和金大壮的婚后生活并未因孩子

婚生子姓名问题，虽然双方《离婚协议书》中就婚

的出生而幸福美满，
双方经常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

生子姓名进行了约定，但该事项具有人身属性，且

其后双方决定协议离婚并签署《离婚协议书》
，约

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

定：
“1、双方自愿离婚。2、子女抚养。金百万归

对于涉未成年人事宜，应根据其年龄与智力发

刘美丽直接抚养，刘美丽不得擅自更改孩子姓名，

展状况，尊重其人格尊严，充分保障其合法权益。

抚养费由金大壮承担。3、双方各自名下财产归各

依据查明的事实，刘美丽与金大壮无法就变更婚生

自所有。

子姓名达成一致意见，且双方婚生子在本案一审审

离婚后，刘美丽认为孩子归其抚养，已和金大

理期间已年满十五周岁，现已年满十七周岁，故可

壮毫无关系。
孩子的名字也一直是刘美丽心中的一

以认为其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意愿并对此具有合理

块大石，于是刘美丽征求了孩子意见，在未告知金

认知。

大壮的前提下，
私自将孩子姓名由金百万改名为刘

鉴于双方婚生子在案件审理期间明确表示不

大力（化名）
。十几年过去了，某天金大壮得知刘

愿变更恢复姓名，且现有证据显示，孩子在日常生

美丽竟然未按离婚协议约定履行，
私自给孩子改姓

活与学习中长期使用刘大力一名，为充分尊重孩子

更名。
一气之下金大壮一纸诉状将刘美丽告上法院，

的个人意志，避免对其日后生活带来不便，法院认

请求判令刘美丽将婚生子的姓名恢复为金百万。

为一审法院就金大壮单方主张变更婚生子姓名的

经审理，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金大壮的全部诉讼

主张不予支持正确。
希望刘美丽与金大壮之间以及

请求。金大壮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双方与婚生子之间相互尊重，加强沟通，切实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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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感情、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妥善处理

的姓名，须以具有意思表达能力为前提，一旦未成

相关争议。

年人具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意思能力时，其监护人则
不能妨碍本人行使姓名权，
而不是等未成年人成年

裁判解析

后才能决定自己的姓名。简单说就是，只要孩子具

一、离婚后，一方是否有权单方给子女变更姓名

有意思表达能力，那么就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
两种观点各有其理，不能以偏概全。司法实践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之规定，自

中须结合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思想、表达等因

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

素综合予以判定，不必拘泥于十八周岁的年龄界限。

条第一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

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民法理论上，意思表示能力

婚而消除。
离婚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

是决定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基础，
通常一般以年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可见，孩子可随父姓，也可

龄尺度和精神尺度确定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随母姓，
父母解除婚姻关系并非割裂子女与父母之

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间的关系。
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
教育、

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故八周岁以上

虽然姓名是一项人格权利，但在我国，姓名的

的未成年人在具有意思表示能力时，
有权行使姓名

登记变更还须结合相关行政管理规范做出合理判

决定权。而对于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从整

断。
《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

体情况看，他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最初阶段，对事

题的批复》称：
“对于离婚双方未经协商或协商未

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有限，因此，其姓名权由监护人

达成一致意见而其中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姓名的，公

行使更为妥善。其二，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也是

安机关可以拒绝受理；
对一方因向公安机关隐瞒离

贯彻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

婚事实，而取得子女姓名变更的，若另一方要求恢

因此，
法院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应以有利于未成

复子女原姓名且离婚双方协商不成，
公安机关应予

年人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
避免给未成年人日后的

以恢复。
”由此可见，夫妻双方离婚，一方无权擅

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带来不便。本案中，刘美丽

自变更子女姓名。一旦变更，另一方有权要求恢复

之子在二审审理时已年满十七周岁，
应当认定其具

子女原姓名。那么，为什么刘美丽在离婚后擅自给

有意思表示能力和合理的判断能力，
且已基本可以

孩子变更姓名，金大壮起诉到法院，其诉请又被驳

理解姓名的意义，故其有权决定自己的姓名。

回了呢？

综上，姓名是每个自然人的特定名称符号，

二、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否有权行使姓名

姓名变更权作为姓名权的权能之一，
也是重要的

决定权

人格自由利益，但并非可以任意而为。在处理涉

这一问题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
即行为能力说

未成年子女姓名案件时，
须结合未成年子女目前

和意思表示能力说两种。行为能力说认为，自然人

的生活状况以及姓名变更后给其带来的家庭和

对自己姓名决定权的行使，
须以其具有民事行为能

社会影响，
尊重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和合理认知

力为前提，在公民未成年时，应由其监护人决定其

的未成年子女的意愿，综合作出裁判。

姓名。简单说就是，孩子年满十八周岁才拥有对自
己姓名的决定权，十八周岁以下，名字还须由父母

来源：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共同决定。意思表示能力说则认为，公民决定自己

作者：吴扬新 葛媛媛丨编辑：张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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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涉及的有关争议问题探析 | 前沿
原创：2021-02-07 中国民商法律网

蒲南希摘编

https://mp.weixin.qq.com/s/jjygdqXO4_T2716ndN7xiA

内容请求另一方协助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

中国民商法律网

无论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对
本文摘编自吴晓芳：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方的比例是多少，都属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这

涉及的有关争议问题探析》
，载《法律适用》2020

种约定是否可以撤销？我国《婚姻法》中缺乏具体

年第 21 期。本文未经原文作者审核。

的操作规范。根据《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在

【作者简介】吴晓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处理有关婚姻家庭领域纠纷时，
应当优先适用婚姻

二级髙级法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家庭编的规定，当该编没有规定时，根据其性质可
以参照适用合同编、物权编的规定。夫妻双方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 2021 年 1 月 1

房产赠与的约定，虽因身份关系而产生，但双方的

日实施。
有关婚姻家庭编涉及的争议问题仍然存在，

约定具有财产性质，可参照合同编规定进行裁判。

在审判实践中究竟应如何把握，可谓是仁者见仁、

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或约定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智者见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

在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之前，依照合同编第 658

官在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涉及的有关争议问题探

条的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这与婚姻家庭

析》一文中，就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之间的赠与问

编的规定并不矛盾。
“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

题、忠诚协议的认定问题、离婚协议中有关房产的

不意味着可直接排除具有赠与意愿的夫妻财产约

约定能否对抗法院强制执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

定中的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前的撤销权。
故夫妻一

分析，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方将个人房产约定为共同所有，
赠与人在产权变更
登记之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这类纠纷应适用《婚

一、 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之间的赠与问题

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6 条的。

当夫妻约定一方房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时，
该约

有关经过公证的夫妻房产赠与约定不得撤销

定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还是夫妻之间的赠与？应当

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公证程序是个动态过程，因

适用《婚姻法》第 19 条还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而启动，
经公证人员的讲解清晰

第 6 条？

化，通过当事人付费和签署来确认。预设赠与人已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65 条规定：
“夫妻

经过认真考虑和衡量，故应保证合同的严肃性，不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

能再赋予赠与人撤销的权利。另一方面，从公证的

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该条规定的内容

效力来看，
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一旦经过国家公证

专指夫妻财产制选择约定还是包括婚内其他财产

机关的确认，即具有直接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这

约定？应当认为夫妻约定的内容不是封闭型的，而

种合同不得撤销。

是开放式的，前述两种约定都在此列。关于“对双

夫妻之间的约定非常重要。从内部效力而言，

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含义，理解为债权的约束力

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处理有关夫妻之间

可能更符合立法本意，
即夫妻财产约定仍需遵循物

约定纠纷时，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不动产权属的唯

权编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
夫妻一方可依照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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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据，应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外部

离婚房产权属约定必须经不动产登记才发生物权

效力而言，
取决于第三人对夫妻财产约定是否知晓。

效力。如果申请执行人是诉争房屋的买受人，其享

由于目前我国夫妻间的财产约定缺乏一个公示平

有的是对诉争房产的物权期待权，离婚协议中关于

台，外人很难知晓其约定的具体内容。第三人若非

房产权属的约定未经公示，难以与之对抗；当申请

明知，
则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

执行人对诉争房产享有抵押权等担保物权时，
其作

效力，法律应当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为优先债权人，债权因登记而具有公示对抗效力。
离婚协议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
不应具有直接

二、 有关忠诚协议的认定问题

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未进行不动产变更登记时，

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
应由当事人本着诚

权利人对相关不动产仅享有债权请求权。
若离婚财

信原则自觉自愿履行，
不应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

产分割行为发生在执行依据的债务形成之前，
并可

力。一方面，若相关忠诚协议得到法院的支持，当

合理排除夫妻双方串通通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的

事人为了获取证据，窃听电话、私拆信件以及对个

可能性，可认定债务人前配偶所享有的债权优先于

人隐私权更为严重的侵犯情形都可能发生，
其负面

申请执行的普通金钱债权。

效应不可低估，
夫妻之间的感情纠葛可能演变为刑

“唯一家庭生活住房”不宜作为异议权成立要

事犯罪案件。另一方面，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

件，因为现行法对婚姻家庭住房没有给予特殊优待，

的后果之一，
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

现行法对“唯一家庭生活住房”的执行已有特别保

“栓住”
对方的忠诚协议，
这不仅会加大婚姻成本，

护的规定，上述观点可资赞同。另外，实际权利人

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

对于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是否存在过错也应是一

变质。从法律不保护婚约的情况看，忠诚协议这种

项考量因素，比如争议房产存在按揭贷款等不可归

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身份协议，实质上属于情感、

责于当事人的原因，
如被执行人不履行离婚协议有

道德范畴，
违反协议一方甘愿净身出户或赔偿金钱，

关房产的约定，
原配偶在该房产被查封之前已通过

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固然值得称

诉讼裁判被执行人为其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只是查

赞。但若一方反悔不愿履行，综合考虑各种利弊因

封时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
为保护其正当权益，

素，不宜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

可以认定其享有的民事权益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

从国外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的态度来看，
无论

四、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形成

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对夫妻忠诚协议或忠

扶养关系的问题

诚条款的效力均持否定态度。
笔者非常赞同王利明
教授所持的观点，
即国家公权力在涉及有关个人情

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关系的类型，可以分

感、隐私领域时，应当保持一种谦抑的态度。

为名分型、共同生活型、收养型三类。在继父母子
女的关系上，存在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以尊重当

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离婚协议对于房产的

事人的意愿为出发点，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产生权利

约定能否对抗强制执行的问题

义务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收养关系。另一种是基于维

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方式涉及对第三人权益

护子女利益的考虑，
在扶养关系中对继父母与继子

的保护，不宜轻易突破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因离婚

女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规定。

财产分割协议而导致房屋所有权转移的，
是基于双

在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问题

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故应当定位于基于法律行为

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双方要有形成

引发的物权变动。根据《物权法》第９条的规定，

扶养关系的意愿。如基于维持婚姻关系的初衷而对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64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继子女抚养照顾的行为并不代表继父母有希望充

规定了无过错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双管齐

当继子女父母的意图。第二，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从

下的保护措施，
能够有效地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合法

直系姻亲关系转化为法律拟制的血亲关系，
抚养教

权益，值得点赞。

育的时间不应太短，避免权力义务关系的失衡。第

六、 离婚时涉及的居住权问题

三，在认定形成扶养关系时，既包括继父母对继子

《民法典》第 367 条、第 371 条分别规定了以

女的抚养教育，
也包括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扶助。
这样可以鼓励继子女主动赡养继父母，
将来也可以

合同方式和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问题在于法院能

继承继父母的遗产。第四，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

否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
在离婚案件中，
如果法院不能通过裁判方式设

拟制血亲关系可以解除。
即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时，
作为继父母的一方对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明确

立居住权，
仅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居住权合同

表示不再继续抚养的，
应视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

的方式解决离婚时的经济帮助问题，
势必减损居住

自此解除，
他们之间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不复存在。

权功能，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当然，法院

第五，受继父母抚养成人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

在审理具体案件时，
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继父母的义务。一旦认定形成扶养关系，即便生父

判决居住权的期限。如对离婚时生活困难的一方，

母与继父母离婚，
成年继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或者

判决其对另一方的住房享有２年、５年等年限的居

生活困难的继父母仍然有赡养的义务。

住权或者居住到其再婚时为止。对于结婚多年、生
活困难的老年人，甚至可以判决其生存期间一直享

五、 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的财产处理规则

有居住权。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帮助不能作为无期

对于如何处理无效婚姻、
可撤销婚姻当事人同

限的生存手段，否则有悖公平原则。如某甲诉某乙

居期间所得财产，
法院应当旗帜鲜明地保护合法婚

腾退房屋纠纷一案，某甲与某乙在法院调解离婚，

姻。
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调整的是具有配偶身份关

约定某甲单位分配的公房由某乙继续居住，但未约

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以有效婚姻为前提的。至于

定具体的居住期限。离婚后某甲取得了房屋产权，

保护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的也是妇女的合法权益，

某乙与他人结婚并生育子女，某甲起诉要求某乙及

不应该保护违法婚姻中妇女的权益。

其丈夫、子女腾退房屋。为了保住涉案房屋，某乙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
“被宣告无效或

在诉讼期间与后任丈夫离婚。笔者认为，这种行为

者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

属于典型的“吃定”前配偶的情形，虽然某甲与某

共同共有处理，
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

乙离婚时调解协议未对某乙的居住期限予以明确

除外”
。
为明确该条的可操作性，
笔者建议修改为：

约定，但并不表明某乙可以永久居住。某乙在涉案

无效或者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

房屋中居住多年且再婚生育子女，无论从居住的合

各自的收入以及继承和受赠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同

理期限以及某乙家庭生活的变化、某甲应享有的物

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按照出资情况按份共有。这

权方面考虑，均应支持某甲的诉讼请求。某乙虽在

样规定一目了然，也符合立法本意。对于无效婚姻

诉讼中与后任丈夫离婚，
但并不能因此逃避腾退房

或者被撤销婚姻的无过错一方，
《民法典》既规定

屋的义务。

了处理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要照顾无过错一方，又

家事法苑

责任编辑：蒲南希、戚思飏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65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一位中国基层法官对家暴离婚案的痛悟
原创：2021-02-08 中国法律评论

王亚秦

https://mp.weixin.qq.com/s/KlNPWzbE8A9nJ6iLPQ5AfQ

政策本身作为切入口，来发现法律制定的不完善与

作者/王亚秦，法律工作者，曾经在基层法官的岗位上

司法实践的不契合，而是另辟蹊径，通过法官对离

工作超过 30 年。

婚案件中程序运用、调解的语境和方法、职业保护

香港大学法学院贺欣教授的专著
《离婚在中国：

等进行了细节化的研究，
以犀利的研究视角和分析

制度约束与性别后果》(纽约大学出版社)
（Divorce

论证，
像透视镜一样呈现出离婚诉讼女性权益被法

Law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官忽略或有意规避的背后存在的制度性肌理病变

Gendered Outcomes）于 2021 年 1 月问世。作者走

过程：从立法目的到司法过程的价值取向，从书本

访过多家法院，旁听过上百件离婚案件。十年磨一

上的法条到司法过程中的法条运用，
从外在的法律

剑！从亚马逊官网寄来新书的那一刻起，我便无法

制度的规定到离婚案件法官审案思维对制度的认

将它放下——直到写完这篇小文。

知和确定过程，
从诉讼博弈影响法官确定裁判结果

在写作方法、取材、研究视角上，本书让我受

的策略和方法到法官如何忽略和规避离婚诉讼中

益。但更重要的是，所揭示出的问题引发了我强烈

的家庭暴力（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上的威胁及性暴

的职业共鸣：
像针炙细长的针头扎到法官和司法体

力）的原因分析等，抽丝剥茧式地剖析司法的过程

制的痛穴上。

如何给女性的离婚诉讼带来不公平的结果，行文如
高山流水般自然给出了离婚在中国的制度约束和
性别后果中出现的问题。

本书以离婚案件的审理程序运作过程为切入

整个论证过程看不到刻意的研究技巧布局，也

点，以女性权益保护问题为主线，从没有任何装饰

没有加入抽象的理论论证，
读者很容易进入和被吸

掩盖的原生态案例中提取了研究素材，
向读者展示

引。作者通过这些普通的案件素材，在貌视波澜不

了国家法律制度所倡导规定的“男女平等”
“妇女

惊的事实陈述和分析中，
却体现了精密的逻辑分析

权益保护”的法律原则，如何对女性权益保护不公

和论理深度，像是从大海深处慢慢涌向岸边的海浪，

平的裁判结果。
该书对影响法官形成裁判结果的程

在奋力冲向海边礁石的瞬间，彰显的目标取向和呈

序安排、办案中的价值取向、结案方式选择、裁判

现出的高度，一览无余地向读者呈现了研究的成果

结果的社会效果预测等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证，

和作者学术造诣的光彩。

剖析了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司法制度在司法实践

这个过程，是问题的发现，也是研究成果的展

中如何被“打折”甚至被忽略。

示；是过程的论证，也是治理方案的确定。

法官在“高结案率”和“案结事了”的工作要

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书中的研究发现，作者

求下，
在不同离婚案件中呈现出的办案技巧和快结

没有进行单一化归责，没有质问，没有文征笔伐，

案方法中，
如何形成对女性权益保护不公平的裁判

甚至没有直白的批评。作为法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

结果？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形

作者甚至把自己置身法官群体，
设身处地表示理解：

成撕裂和断层？

“即便我自己去做法官，也不一定做的更好。因为

从研究角度上，
作者不是对法律规则或者法律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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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考虑判决下来，当事人会怎么去反应。我也

书中的提到的那些影响和制约法官对离婚案件审

要考虑，
下一年的职业发展会不会因为这个案子而

判的外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希望法官履职保障得

搞砸了”
（摘录
《燕京访谈---贺欣谈离婚冷静期》
）

到进一步加强，
并成为促进法官在审理涉暴力离婚

这种没有归责不去问责，
并不代表他作为学者

案件保障女性权益的推动力，减少法官在离婚诉讼

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相反，因为书的案件分析和

案件审理中出现的“息事宁人”、
“不为卖菜为腾框”

论证得出的结果，
已让无论是从事法律制度研究的

和“稀泥抹光墙”的做法；希望法官在案件中使用

学者还是从事司法实务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

的法条与案件事实的契合度更高更紧密，
法官不是

师，都会产生职业的启示：我们是否漠然过弱化过

在案件中生硬地嵌入法条，
而是自然顺应了立法的

掩盖过对遭受家暴的女性权益的保护？我们还能

目的和司法的价值取向，
把法条得体地与案件融为

弥补什么纠正什么？

一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
书的研究价值和影响力超越

这种希望和追求，无论是多么知名的法社会学

学术研究的自身价值，展现出广阔的社会张力，必

者还是多么普通的法官，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司法

将在整个司法领域对涉暴力离婚案件的女性权利

实践，大家的追求是契合的，目标是一致的。

保障产生深远的现实意义。
坦诚地讲，写完上面的文字，我是多么希望，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从事司法调研的写作者，本

我可以就此停笔。但是我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作

书对我写作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

为长年处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书中呈现的那些法官

司法调研工作是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法

的办案过程，法官运用调解方式方法、裁判结果的

官的司法调研活动是法官通过办案活动对法律制

确定过程甚至他们的说话用语都与我办理案件过

度在具体案件中得以实现的检验、总结和反思，它

程如出一辙。让我透过书中这些看似平铺直叙文字

是法律规则的实践，
也是理论是否合乎于实践的检

中案件描述，回想起我办理离婚案中许多类似的场

验。但几乎每个写作者无从不被研究选材，研究视

景，书中的文字在我脑海被替换成一张张鲜活的面

角、研究方法等问题长期困扰，对于日复一日格式

孔，让我内心涌出深深的愧疚与歉意，成为心中的

化的办案程序和办案方法熟视无睹，
研究选材上好

不安和痛点：

高骛远，宏观的选材驾驭不了，找不到适合自己研

她是打工妹在我们劝说下同意撤诉后，却冲着

究的课题和方法，
时常陷入选题和写作的僵局而无

因生理问题不能过正常夫妻生活在夜里用手抓烂

好的作品。

她下身让她第二天无法下床的丈夫嘶声裂肺的哭

而本书作者却恰恰选取了被司法调研写作者

喊：“我是绝不会回去和你生活的，我半年后还要

习以为常到视而不见的题材：
从法院民事案件类型

起诉离婚！
”

中律师不爱法官最烦的最为常见的离婚案件。
选材

她是那个丈夫因嫌弃她生两个女儿没有儿子，

虽然普通，却直取了司法的生命核心：司法的公平

醉酒到深夜回家耍酒疯用木凳摔打她，她抱着两个

性问题。小选材承载了大使命。这正是我们这些司

女儿瑟瑟发抖哭泣到天亮的家庭妇女。在法官以其

法调研者们最缺失的，从看似“低端”选材中揭示

职业的经验看透她心里最软弱的部分后，
反问一句：

出“高端”的研究成果，从表象层层揭开呈现问题

“离婚后你拿什么养活两个女儿？”
她趴在法官面

的本质。

前桌面无助哭泣一阵后自己主动提出撤诉。

而作为基层法院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
我希望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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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面前控诉她在月子期间，
公公两次暴力纠缠欲强

景。

暴她的那位年轻身体的壮硕的山区女子。
她的控诉

这些都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遍又一遍在我

中没有哭泣，
但她出离愤怒的神情和对法官寄予帮

脑海里回放：原来我心里一直还牵挂着他们。

助的渴望全在她的眼神里。
甚至在她控诉具体情节

我的记忆惩罚着我，
虽然我当年审理这些案件

时她母亲情急之下上前用手捂她的嘴，
认为这事传

所用的方式方法是我们职业群体共认共用的，
在当

出去对她离婚后再嫁人不好时，
她仍坚持完整地向

时，我可以用“大家都是这样做”、
“撤诉和调解都

法官讲述她受凌辱的过程。

是她自愿的”这样的话语为自己的办案做法进行合

但她没有得到法官答复她
“她公公的行为是否

法性解释，我也可以用“法官办案任务每年五十上

构成强奸罪和她能不能上告”的问题答案，尽管法

百的递增，我哪有时间调查？”、
“能对妻子施暴的

庭与派出所只是一墙只隔，
但法官也没有建议她可

男人，哪个是好惹的？”进行推脱和辩解。但事实

以报警，却用所谓的专业术语反问她：
“那你有证

上，施暴者并没有因法官的宽容而悔改，我没有对

据证明吗？”
一旁她的母亲带着责怪的表情立刻拍

被侵害妇女的法律保护就是对施暴者暴力行为的

打她的胳膊：
“我叫你别说，说了也没用。
”

放任，现在回想起来，这已成为执法不应当有的缺

她是城中村那位中年妇女，
丈夫因她生两个女

口。

儿，从她年轻时就一言不合动手打她。她健身在广

在个人近乎漫长的职业生涯期间，本书让我幡

场上跳交谊舞引发丈夫不满，她丈夫冲到广场上，

然醒悟：“审判是善良的艺术”
、“公平和公正永远

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与她跳舞的男子，
并用拳打倒

是审判的生命和核心”不再是表面口号号召，它们

她，撕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出场外打。起诉前丈夫再

在我心里放射出的人性和善和制度的万丈光芒深

一次打她是因为她要领取村里租地款引发丈夫不

深刺痛了我的心。

满，丈夫当着已成年的小女儿的面，把她打倒，用
脚踩她的头。
她因此住院治疗，
出院后在外租房住。
第一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就是因为女方是第一

曾以为法律学者研究的成果只影响到法律制

次起诉离婚，
法官常规的做法就是说服她撤诉或是

度的修订，
研究的价值体现是通过对立法制度的影

判决驳回她的诉讼请求。但她死活不接受，法官便

响抽象的迂回地作用到司法的实践，
对司法实践不

在开过庭后没有及时审结，
而是办理了案件的延审

会产生直接的有冲击力的影响。
但当我向同事谈起

审批手续。但就在此期间，男方将回家取冬衣的女

对书的感受和领悟后，他告诉我，“这本书的价值

方再次打昏迷并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并且在这次事

和影响力也就在于此：不但影响上层的立法者，也

件中，他们的小女儿为保护母亲，用菜刀砍伤了父

必然会影响到法律人的这个群体，包括法官、律师、

亲，但小女儿的嘴唇也被父亲打地撕裂。

检察官、警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
我很认同他的说法。
因为在对书的阅读过程中，

作为法官，
书中的这些案例引发了我的对那些
自己曾审理过的离婚案件的回忆，有的是 20 多年

我对曾审理过的那些涉暴力诉讼离婚案件女性受

前、在我入职不久办理的，现在我清楚地回记起它

侵害没有给予应有的权益保护产生了深深的悔悟。

们。这些回忆让我心绪难平、甚至寝食难安。时间

我的办案方法和判决思维与书中那些法官是相同

没有将它们抹去。那一个个女性的面容，开口的语

的，我们对离婚诉讼中的涉家暴事件的淡化处理原

气、诉说的表情、那声嘶力竭的怒吼、那渴望得到

因和方法是一致的，原因和方法对应相应的结果。

司法救助的眼神还有那趴在我面前审判桌上抽搐

所以书中列举的涉暴力离婚诉讼案件的男性，

着身体的低声哭泣声，
甚至包括当时法庭的内外场

无论他是南方水乡的渔贩还是北方城中村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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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因女方没给他生下男孩续家族香火还是因

作者写道：
“本文揭示出那些使法官超越法律

健身与他人跳舞，这些男性的暴行是相同的：他们

审判的动因——法官淡化家庭暴力的做法与他们

挥向女性拳手的姿势方式是一样的，
他们的主观是

身处的制度约束有关。他们需要保护自己，用安全

明知的一样的，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是知晓。而

的方式，有效地结案。”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

书中来自中国南北东西的受害女性，
像我们的邻居，

议“若想加强法庭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力度，

像我们的亲朋，
像我们的姐妹，
有时也像我们自己。

未来或许需要对法官身处的考核机制进行改变。”

作者对不同地域法院同类案件选材研究，
意在向读

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对司法的需

者证明一种普遍性而不是某个地区的特例。

求不断增多，近些年来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的增长

我国法院法院中基层法院占到 80%--90%，人

过快，法官办案压力增大，法官“过劳死”“被刺

数达 15 万，平均每年审结案件 520 万件（国有基

杀”现象时有发生（法院被当事人刺杀的案件几乎

层法院 3000 多家，基层法庭 10392 个，现有基层

都是由离婚案件引发的，
这些案件中的无一例外都

法官近 15 万名，占全国法官总数的 76%）
。基层法

存在程度不同的家庭暴力行为）
。

院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法官和工作人员的数量，

每个涉家暴离婚案件的背后的原因，
都存在复

在全国法院系统中都占有 80%至 90%以上的比例。

杂的原因。中国自古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

有哪个法官在职业生涯中没办理过几百个离婚案

法，要求法官把离婚案件中所有的是是非非完全从

件？但能清楚地认识到在审理涉家暴离婚案件中

法律上搞个泾渭分明，是不现实的。

淡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后果的，
对长年累月沉浸在那

书中反映出近年来全国基层法院做出的“人身

种氛围中的他们，能有几个？

保护令”的数量极少与 2018 年最高法院大数据反

但是我能肯定的是，当他们那样做的时候，他

映出的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数量占受理的离婚案

们会和我一样曾有一丝顾虑，一丝不安，哪怕只是

件数量 28%之多的极大反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一闪念一个瞬间，
在多年后也会形成与我今天一样

映出不是个别法院而是全国法院，从上到下对审理

的不安与心痛。这种不安和心痛，不关乎法律制度

涉家暴离婚案件中的定位。

的规定，不关乎法官的考核是否合格，不关乎当事

法院为什么在涉暴离婚案件中没有做到积极

人的是否上诉，
不关乎二审法院的结果是否维持原

主动？从目前法院对涉家暴的保护令的受理来看：

判，
只关乎我们可以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改变他人生

“人身保护令”与其他商事案件相比，所占用法官

活和命运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未尽力去做为。

的时间精力更多，案件隐藏的风险更大，它绝不是

“你们办的不是案件，是他人的生活”网上有

法官仅对证据进行审查后作出裁定就结案。法官在

人这样比喻法官对案件的办理。身在其中时，我们

精神上要承受保护令从受理与做出前涉暴力受害

没有悟察。只有跳出，只有回看，才猛然醒悟。这

女性被可能面临再次发生的新的暴力伤害的精神

成为职业留在身上的不宁和痛点。
从我的职业经历，

压力，
还面临支付令的送达对象过多导致的结案效

我看到这本书在这个层面的现实意义。

率低下问题（裁定书除需给当事人送达外，还有当

原来，
法学者研究的价值和社会责任感与法官

事人双方所在社区、
当事人户籍所在的公安派出所

内心应有的执业追求和使命感是如此契合：
审判的

送达协助通知书，还要继续跟踪的这些部门的协

公平高过天，审判的公平大于地！偏离这个审判的

助）。所以要较好解决这个问题，仅通过加强法院

核心，法官的内心是得不到安宁也不应得到安宁。

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力度，
如书中提到的对法
官考核机制、法官安全保障等制度需要改变外，还
需从以下两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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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U Press

1）发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

Published in January 2021

对人身保护令案件和涉家暴离婚诉讼案安排

304 pp.

法律援助律师强制介入，
帮助受家暴女性整理完善
证据，强化法院对涉家暴行为的认定和裁判；

Why are women still at a disadvantage i

2）加强对涉家暴案件的连动考核。法院考核

n Chinese divorce courts?

法官对涉家暴案件“人身保护令”的审理，社区、

Despite the increase of gender consciou

村委会、公安也须加强与法院的连动考核，实现法

snes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a trove of leg

院牵头，多方有效参与下共管治理机制。

islation to protect women, why are Chinese
women still disadvantaged in divorce court

但正象书中写的那样：
家庭暴力产生的社会根

s? Xin He argues that institutional constra

本原因是几千年来我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
这种歧

ints to which judges are subject, a factor

视根深蒂固，但“人身安全是文明社会的最基本人

largely ignored by existing literature, pla

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越高，

y a crucial role. Twisting the divorce law

歧视女性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少了。同样，社会文明

practices are the bureaucratic incentives o

程度越高，婚姻中涉家暴事件的发生率就越小。

f court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cerns for s
ocial stability. Because of these concerns,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安守廉的本书的评价是：

judges often choose the most efficient, an

“贺欣的这本书的成就是纪念碑式的。
不论是在中

d safest, way to handle issues in divorce c

国法律与社会的领域，还是在婚姻法研究中，它将

ases. In so doing, they allow the forces of

成为经典。
”但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本书的分

inequality in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析成为经典，但它所描述的事实成为历史！

and political areas to infiltrate their dec
isions. Divorce requests are delayed; domes
tic violence is trivialized; and women’s c
hild custody is sacrificed. The institution
al failure to enforce the laws has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to gender justice.
Divorce in China is the only study of C
hinese divorce cases based on fieldwork and
interviews conducted inside Chinese courtr
ooms over the course of a decade. With an u
nusual vantage point, Xin He offers a rare
and unfiltered view of the operation of Chi
nese courts in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Th
rough a socio-legal perspective highlightin
g the richness, sophistication, and cutting

Divorce in China:

-edg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Divorce in Ch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Gendered

ina is as much an account of Chinese courts

Outcomes

in action as a social ethnography of China
in the midst of momentous social change.

Xi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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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考 | 让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鲜活起来
——对民法典第 1088 条的司法适用思考
原创：2021-02-20 徐州审判

米丹

https://mp.weixin.qq.com/s/2U3ZQlq-r0dki1AiZj8ZUw

引

言

裁判说理一：
“离婚经济补偿仅适用于实行分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庭的稳定才能巩

别财产制的夫妻或一方有残疾、
智障、
重大疾病的，

固国家的稳定，
尊重家庭成员的劳动付出将会进一

另一方可以给予适当的生活援助。原、被告双方没

步维护家庭的稳定，传承良好的家风。
《中华人民

有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

共和国民法典》
（下称《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

所有，
且原告不存在残疾、
智障和重大疾病的情况，

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

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生活补偿费 15000 元的请

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

求亦不予支持。
”1

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

裁判说理一不予支持离婚经济补偿权的原因

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该条文

是囿于《婚姻法》的关于书面约定的规定，法院在

是在 2001 年婚姻法第 40 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

当事人没有诸如残疾、智障和重大疾病等需要进行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

法价值衡量评价的特殊的情形下，必须要考虑法定

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

法的适用稳定，不能脱离现行法律的规定，但是现

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

行《民法典》已对上述条文予以修订，故，该裁判

当予以补偿”的基础上予以修订。
《民法典》的实

说理无法适用于未来的相关案件处理。

施日期是 2021 年 1 月 1 日，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

裁判说理二：
“现原、被告均不同意调解和好，

网输入“离婚经济补偿”
、
“基层法院”关键字尚未

故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

查询出 2021 年以来的离婚经济补偿案件数量，
故，

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要求原告在 50000 元

无法明确民法典实施后相关裁判规则，
但该裁判文

以内给予其离婚经济补偿，
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

书网显示此类案件 2011 年有 2 件、 2013 年有 3

佐证，根据《中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

件、2014 年有 9 件 、2015 年有 12 件、2016 年有

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

5 件 、2017 年有 5 件、 2018 年有 3 件 、2019 年

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有 4 件、2020 年有 8 件，共计 51 件，经过梳理，

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

仅有 5 份判决书涉及离婚经济补偿的裁判文书说

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

理，其余 46 份案件均为基于离婚协议或者自愿书

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

写的经济赔偿的欠条、
经济帮助等诉求提起的诉讼。

后果，
故本院对被告要求原告在 50000 元以内给予

故，本文以该 5 份裁判文书的裁判说理为研究基

其经济补偿的主张不予支持。”2

础来探究《民法典》第 1088 条的司法适用问题。

裁判说理二认为被告要求原告在 50000 元以
内给予其离婚经济补偿，
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佐

作者简介
米 丹

证，故不予支持。该说理提出了证据裁判规则，就

丰县法院顺河法庭副庭长

裁判说理二来看，离婚经济补偿权适用的规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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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谁举证。

判补偿的标准是三年三万元。因为民法典已删除书

裁判说理三：
“原告请求被告给予 2-3 万元离

面协议约定内容，故，该裁判理由本文可以研究点

婚经济补偿，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

在于裁判补偿的标准 30000 元。

裁判说理三的不予支持的理由很简单，
以缺乏

通过对上述五个裁判理由的分析，本文提炼

法律依据为由，
从侧面反映也系未有书面约定且没

出来关于民法典第 1088 条的三个法律适用问题：

有特殊情形，故依法不予支持，在某方面来说和裁

1.举证责任问题：家庭生活具有封闭性，外人

判理由一是雷同的，故，在民法典颁布施行后将不

很难得知并作证，如果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

存在此类问题。

证责任规则能否实现离婚经济补偿权设立的初衷？

裁判说理四：
“原告黄某认为和被告婚姻期间，
在家侍奉被告母亲与全家人的生活起居，
付出了极

2.负担较多义务评判标准问题：
如何评判抚育

大牺牲和精力，
以致被告母亲及被告的家人把原告

子女、照顾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

视为免费保姆，要求被告对原告进行经济补偿

务内涵？

30000 元，本院认为，夫妻生活期间共同承担家庭

3.补偿标准问题：仅有《民法典》第 1088 条

生活，家庭责任包括家务劳动和照顾老人，是每个

的规定，没有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情况下，如

家庭成员应尽职责，
故原告黄某的 30000 元经济补

何来确定补偿标准？

偿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4

举证责任研讨

裁判理由四认为夫妻生活期间共同承担家庭
生活，家庭责任包括家务劳动和照顾老人，是每个

研究离婚经济补偿权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

家庭成员应尽职责，故，不支持经济补偿诉求。该

于实现双方举证的公平，彰显诉讼公正。除去《民

裁判理由是否有待进一步商榷？因为一旦将家务

法典》
规定的特殊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及

劳动和照顾老人认定为家庭责任，
不予支持经济补

是劳动争议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等特殊举

偿，是否会影响经济补偿权的适用？

证责任规则外，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案件举证责任分

裁判说理五：
“关于原告要求被告给予离婚经

配规则主要“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因离婚经

济补偿的问题。2015 年 2 月 2 日原告起诉离婚，

济补偿权诉讼并未被纳入举证责任倒置案由，
根据

2012 年 11 月 5 日原被告办理结婚登记，在夫妻共

现有的法律来看，离婚经济补偿权的举证责任是适

同生活中，
被告有时未按婚前协议约定的足额给付

用“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规则，但是这样的举证

原告生活费，
且原告无工作，
一直在家做全职主妇，

规则能够实现离婚经济补偿权条款设置的初衷？

照顾家庭。原告的经济能力与被告相比较弱，离婚

本文认为就离婚经济补偿权完全适用
“谁主张谁举

后可能导致其生活困难。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证”规则需有待进一步商榷，首先离婚案件具有特

和国婚姻法》第四十条“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

殊性，家庭生活具有封闭性，往往涉及个人隐私和

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

家庭隐私，外人难以知晓，为请求离婚经济补偿权

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

一方举证带来很大困难，
例如，男女双方抚育子女、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承担较多义务，如何来

的规定，被告应给予原告一定补偿。被告张某某于

断定承担较多义务，当事人也可能弄不清楚；其次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补偿原告刘某某

就是当事人自身的原因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证据观

人民币 30000.00 元。
”5

念，以至在提起诉讼后，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
证据而败诉；最后，就是如果离婚经济补偿的举证

裁判说理五支持的理由是基于婚前协议而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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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要求请求方负全部的举证责任，
会使其因举证

全职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是能够获得离婚经济

不足或举证不能而处于不利的地位，
从而使婚姻法

补偿。
全职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能够获得经济补

等相关法律保护受害人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笔者

偿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离婚经济补偿权的请求权人

认为首先对于离婚经济补偿权的举证责任可以依

是否仅仅特指全职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本文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认为应该拓展离婚经济补偿权请求人的范围，
男女

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

双方有工作，如果男女双方都有工作，双方上下班

出相反的证据，
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

时间点是一致，一方每日下班后、休息日、节假日

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

回归家庭照顾子女、照料老人，另外一方加班工作

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

或者外出应酬等情形，一方在照顾子女、照料老人、

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

协助另外一方工作等方面承担较多义务也是可以

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人民法院

请求离婚经济补偿。

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其次，要

补偿标准问题探讨

进一步推动民法典的普法宣传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民事案件尊重当事人自愿处置意志，
对于提出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针对当事人
证据意识不强的弱点，
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

离婚经济补偿权的请求人及被请求人双方达成的

提高当事人收集证据、
保存证据、
运用证据的能力；

经济补偿协议，法院不予干涉。但是如果在双方协

最后，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要推动民法典第 1088 条

商未果的情况下，法院该如何判断离婚经济补偿的

的适用，通过鲜活的案例来推动条例的实施，实现

数额？裁判五案例中原被告双方 2012 年 11 月 5

公正。

日原被告办理结婚登记，2015 年 2 月 2 日原告起
诉离婚并提出离婚经济补偿权的诉求，原被告婚姻

负担较多义务评判标准探讨

存续时间将近三年，
后法院判决被告补偿原告 3 万

裁判说理四认为
“夫妻生活期间共同承担家庭

元。该裁判案例提出一定的补偿标准即结婚期间一

生活，家庭责任包括家务劳动和照顾老人，是每个

年一万元。裁判五案件所在地区为南充市，数据显

家庭成员应尽职责，故，对于离婚经济补偿权的请

示 2015 年， 南充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086

求不予支持。
”既然家庭责任包括家务劳动和照顾

元 6，南充市最低工资标准从 2015 年 7 月 1 日起

老人，
那么如何为何还需要单独设置离婚经济补偿

由 1250 元上调至 1380 元，72015 年，南充市将全

权条款？本文认为，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维持家庭生

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 370 元/月，

活的稳定是每个家庭成员的义务和责任，
抚养子女、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 190 元/月。8

照料老人是优良家风的传承，
协助另外一方工作是

综合来看，在没有相关判例下的情形下，裁判五的

夫唱妇随或者妇唱夫随的良好婚姻观念的展现，但

裁判标准是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参照数额是

是通过对 1088 条的分析来看，要求离婚经济补偿

一种创新，值得肯定，但是该裁判标准没有考虑劳

的核心要义“负担较多义务”
，也就是说明男女一

务、精神等方面付出，如果在司法实践中不分情况

方在婚姻家庭中付出较多，
那么承担较多义务的标

的采用该裁判标准同样实现不了设置离婚经济补

准是什么？裁判说理五认为“在夫妻共同生活中，

偿权的立法目的。综合考虑婚姻生活需要男女双方

被告有时未按婚前协议约定的足额给付原告生活

均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故，本文设想设置以下补

费，且原告无工作，一直在家做全职主妇，照顾家

偿标准：1.男女双方均无工作，一方在婚姻中负担

庭，
被告应给予原告一定补偿。
就该裁判案例来看，

较多义务，
考虑一方的经济能力可以参照根据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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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居住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参照基数乘以

[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银川垦区人民法院
（2

1.5 的系数及负担义务实际年份除以 2，
公式为（人

013）金民初字第 133 号民事判决书.

均可支配收入*1.5*负担义务实际年份）/2;2.男女

[2]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2013）安岳民初

一方有工作，另外一方在婚姻中负担较多义务，考

字第 629 号民事判决书.

虑一方的负担水平，
可以根据男女双方居住地的劳

[3]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2014）瓮民初字

务服务行业的收入为标准乘以负担义务实际年份

第 2212 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洪雅县人民法院（2

除以 2，公式如下（劳务服务行业的收入为标准*

015）洪民初字第 615 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临安

负担义务实际年份）/2；3.男女双方均有工作，一

市人民法院（2015）杭临於民初字第 32 号民事判

方在婚姻中付出承担较多义务，
以男女双方中薪酬

决书.

较高者的收入为参照标准折合每日薪酬乘以实际

[4]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2016）鄂

负担义务的时间再除以 2，公式如下（薪酬较高者

0302 民初 756 号民事判决书.

的日薪酬*实际负担义务的实际）再除以 2。

[5]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2015）顺庆民初
字第 1363 号民事判决书.

结 语

[6]增速全省第一！南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男女一方在婚姻生活中抚养子女、照料老人、

收入出炉：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

协助另外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并非理所当然，

l_forward_11302547，最后访问日期 2021.2.17

而是对婚姻家庭的忠诚和热爱，
此类工作投入的不

[7]南通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https://www.

仅仅是体力劳动，
更是精神上的付出和自我的牺牲，

cnrencai.com/salarinfo/233987.html，最后访

应当值得尊重和肯定，
立法提出的离婚经济补偿权

问日期 2021.2.17

的最终目的是让婚姻中的男女双方能够更好的互

[8]2016 南充城乡低保标准上调至 420 元 ：

相体谅、尊重，让家庭纽带更加的稳固，所以应该

http://insurance.cngold.org/c/2016-07-20/c4

让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鲜活起来，
让一个个鲜活的判

249950.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1.2.17

例向人们展示婚姻的真谛—忠诚、尊重、热爱。

四次婚姻留下的烦恼 | 至正 • 法官札记 38
2021-02-22 上海二中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oSYeXoNN8nwuEWPDiEFa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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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笔：张华

老知青的四次婚姻

少年家事庭入额法官
三级高级法官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上海知青支援大西北建

老孙是一位返沪知青，我从未见过他。

设，同在新疆工作生活的老孙与邹某娟恋爱结婚，

老孙的儿女们是我主审案件的当事人，
他们为

生下了孙某蕾。由于疆域广阔，夫妻二人的工作单

了老孙的遗产，将老孙坎坷曲折的人生，以及人前

位也并不在一起，可以说是两地分居，聚少离多。

的欢喜、
人后的寂寥一股脑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随着两人矛盾的不断增加和激化，老孙和邹某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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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选择了离婚，孙某蕾也改姓邹随母亲一起生活。

作为与老孙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高某作为老孙的

后来老孙回到了上海，
并认识了第二任妻子陈

配偶，孙某作为孙老的婚生女儿，均可作为老孙的

女，
陈女再婚时还带着与前夫所生的三岁孩子陈某。

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系争房屋产权。

一开始，三人相处还算融洽，但时间久了，难免产

据此，
判决被继承人老孙遗产由邹某蕾及高某、

生矛盾。老孙与陈女协议离婚，夫妻约定陈某户籍

孙某、陈某按份共有，各享有四分之一产权份额。

迁回其生父处，继父老孙不再对其抚养。1998 年，

高某、孙某不服，提起上诉。

陈某出国读书，最后居住在美国，期间，仅回国三

3

次，
每次仅在国内停留二十余天，
与老孙再无交集。

落下帷幕的遗产分割

之后，老孙与刘女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老

四次婚姻，
四任妻子，
三个子女。
老孙的故去，

孙的第三段婚姻结束，双方协议离婚。

只剩下生活的一地鸡毛。

转眼到了新世纪，57 岁的老孙与高某登记结

第四任妻子高某对一审判决的不服，
夹杂着她

婚，并生育一女。高某长期照料老孙生活，孙某作
为未成年婚生女与老孙长期共同生活。
十余年过去，

对老孙十几年的陪伴却被前任女儿要求分割财产

老孙因病去世。

的不甘，面对几乎不相识的“陌生人”，面对半路
杀出来的“程咬金”
，她更想为自己和女儿捍卫应

老孙去世，没有留下遗嘱，母女俩住的房屋产

有的利益。

权人是老孙。于是，高某、孙某办理继承公证，并

其实，作为法定继承案件，本案并不算复杂，

申请变更房屋的产权登记。然而，纠纷紧接着来

争议的焦点只是老孙第二次婚姻中的继子女陈某

了……

是否也应该分得一份遗产。

-- 2 --

老孙虽然抚养过陈某，但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

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了陈某由生父继续抚养，老孙不再承担抚养费用，

原来，老孙故去不久，老孙与第一任妻子的女

而且，
老孙与陈某的继父子关系解除之后至病故时，

儿邹某蕾就把老孙的第四任妻子高某和尚未成年

二十余年双方再无来往，
陈某成年后也不存在赡养

的女儿孙某告上法庭，要求对房屋进行继承。

孙某某的事实。
故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复存在，陈某不符合
继承法规定的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鉴于高某长期
与之共同生活，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扶养义务，
故在分配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
最终，法院判决系争房屋产权由高某、邹某、
小孙按份共有，三人分别享有 40％、30％、30％
的份额。
一段因婚姻而起的遗产纠纷就此落下帷幕。同

法院根据双方诉请，
依法追加继子陈某为必要

样的柴米油盐，有的家庭把日子过成了春暖花开；

的共同被告，
经审理认为，
老孙生前并没有立遗嘱，

有的家庭却把原本幸福的生活过得伤痕累累。
婚姻

其遗产即系争房屋应由老孙的法定继承人共同继

也需用爱经营，妥善管理。

承。
邹某蕾作为老孙与前妻邹某娟所生女儿，
陈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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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官：我在判决书后面多写了一段
2021-02-22 法庭内外杂志社

张习文

https://mp.weixin.qq.com/s/yU_pwe1MLcQc9HQK8a9ltg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民事法官，
审理的案子经常

和助理小卢前往当地社区居委会，又走访了邻里邻

是围绕着家常里短。家事案件看似“简单”
，但因

居，更加了解了涉案房屋的来源及居住情况以及小

夹杂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感情，
若再涉及房产等

红一家人纠葛。

较大利益时，处理起来真是“没那么简单”
。很多

我又尝试做双方的调解工作。小红方案是让父

时候想赶紧把案子结出去，
可真要动笔时却还是不

亲搬到小房子住，即使有了退休金每月仍给父亲一

甘心，想再找一找“两全法”
，尽量化解双方的矛

部分生活费，父亲则坚持让母女俩回来共同生活，

盾。就算是判，也尽量做到判决有温度、有“人情

调解未能成功。

味”
。梳理过去一年审结的案件，有这样一份判决

第二次庭审时，
我让小红的母亲出庭参与诉讼，

书让我倍感欣慰。

希望母亲的加入或许能够让小红放下怨气，原谅父

2000 年左右，小红姑姑的老房子遇上拆迁，

亲。但当了解小红和母亲发自肺腑的“情况说明”

当时姑姑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安置房，
小红父母用多

后，我决定不再调解，动手撰写判决书。

年攒下的积蓄以姑夫名义购买了这套房屋。
后小红

首先，
结合赠与合同的法律规定及物权公示推

一家三口去南方发展，房子由小红姑姑一家打理。

定原则，确认了小红父亲“并不能基于此前夫妻出

2013 年，姑姑催着过户，小红父母考虑夫妻

资享有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法律定性，寻找到

俩就一个孩子，房子早晚是孩子的，于是夫妻俩商

了小红诉求的法律依据。

量着将房子直接过户至小红名下，
算是对孩子的赠

其次，
综合分析了双方矛盾是否可调和及调解

与，小红因此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

经过，
确认了“双方不具备共居条件”
的案件特征。

2014 年，小红父亲返回北京，直接住进了涉

再次，考虑了双方的父女关系、房屋来源、小

案房屋，
并将其自己名下的另一套小房子出租用于

红的后续生活以及小红父亲的养老问题。
综合考虑

生活开销。

小红父亲另有房屋可居，
小红也表示今后愿意在经

2017 年，小红和母亲也返回北京，但是考虑

济上继续帮助父亲，
且小红已到而立之年尚未结婚，

到难以与小红父亲共同居住生活，暂且另行租房，

无房可居等实际情况，确认了“父亲继续占有房屋

打算等小红父亲有退休金后再向其要回房屋。

影响小红的居住权益,且不利于化解双方矛盾”的

后来小红父亲退休，2020 年初，小红起诉父

案件事实。

亲，要求归还房屋。

判决写到这里，
其实还有一些萦绕在我心头许

庭审结束后，
我发现，
小红一家关系并不融洽。

久的话想跟当事人说，这些话更多来源于审家事案

因多年积累的家庭矛盾，
小红和母亲并不愿意与父

件的一种心得。几经思索，我在判决最后附上了一

亲共同居住，即使父亲一再挽回和承诺，母女俩也

段寄语，期盼能够通过手中的判决书尽量弥合他们

不同意共居。

感情上的裂痕。

“小卢，咱们明天再去当地了解下情况！
”为

“最后，本院亦建言双方，
‘家和人兴百福至，

了充分了解案情，寻找调解突破口，庭审次日，我

儿孙绕膝花满堂’。常言，家和万事兴，父女对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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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堂本院甚感遗憾。家庭矛盾在所难免，但诚恳劝

助她父亲。谢谢您。
”

诫双方正确、理性对待。身为父母，应理解子女的

第三天，我又接到了小红父亲的电话：
“法官，

不易；作为子女，当思父母养育之恩。判决虽已作

这个判决我琢磨了两天了，虽然我输了官司，但我

出，
但亲情诚可贵，
诉讼过后，
诚愿双方弥合裂痕，

认可这份判决，
我也会反思自己的问题，挽回家庭。”

再续天伦，妥善解决家庭矛盾。
”

判决书也有温度，其实我更感谢我的当事人，

判决书寄出当日，我接到了小红律师的电话：

让我再次重温成为一名“人民法官”的初心和使命。

“法官，我们收到了判决书，当事人及我本人都对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这份判决很满意，不光是我们赢了官司，而是您做

编辑：赵书博

了这么多调解工作，
还从法理情的角度对案件进行
剖析，我们心服口服。小红表示仍然会从经济上帮

胎儿是否有抚养费请求权？
2021-02-23 江苏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HABJ96EaxBAxyGtCKnOy0g

基本案情

同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具体到本案例中，关于胎
儿抚养费的部分可以中止审理，待胎儿娩出后，再

杨某驾驶小货车经二级公路向某市方向行驶，

继续审理。如胎儿出生后是活体，则可要求支付抚

由于对前方路面情况观察不够，
将前方同向行走的

养费，如是死体则没有相应权利。

王某撞倒，后王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交警部门

《民法典》
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的保护情形，

认定，杨某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有“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的利益保护规定，并以

在商议杨某交通肇事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等”作了不完全列举。因此，按照保护胎儿利益

时，王某的父母请求杨某赔偿“未出生胎儿的抚养

的原则，可以获得的胎儿利益除了明确列举的遗产

费”
。原来王某与牟某自由恋爱并同居生活多年，

继承、接受赠与外，还应当包括人身利益。

但尚未领取结婚证，王某死亡时，牟某已经怀胎 3

因此，胎儿并没有抚养费请求权，其抚养费请

个月。杨某认为，王某至死未婚，没有妻子，且小

求权应当待其出生后，由婴儿享有并行使。出生后

孩尚未出生，无法断定其与王某的关系，故拒绝赔

的婴儿，对于怀孕期间自身或父母受到的损害，法

偿该项抚养费。

律认可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或抚养费请求权。由

法官说法

于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该损害赔偿请求权或抚
养费请求权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

本案中，王某虽然未与牟某领取结婚证，牟某
的胎儿生下后属于非婚生子女，
但非婚生子女享有

来源：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制度研究
原创：2021-02-24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玄武法院课题组

https://mp.weixin.qq.com/s/OvorKvmfQ1U6mafoAUU5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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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约定了医药费及教育费由双方各承担一半。
（3）

父母负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实践中，对

包含型（7 件，占比 6.7%）
。即在判决中明确抚养

夫妻离婚后，如何科学合理地计算抚养费数额；如

费包含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并明确每月的抚

何确定抚养费的范围及期限；
当一方经济收入等情

养费数额。

况发生变化时，
如何变更抚养费等问题存在一定争

2、支付抚养费的期限

议。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篇玄武法院课题组的调
研文章，通过对 104 件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实证分

现行法律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

析，在指出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结

十八周岁时止。但成年子女读大学期间，父母是否

合域外立法及司法实践，
提出了抚养费纠纷解决制

有给付义务？本文调研的 104 件判决中，判决一

度的完善方案，具有较强的实务意义。

方支付抚养费至子女独立生活时止的有 28 件，占
比 26.92%。可见，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法院认为

一、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

年满 18 周岁的在校大学生已有能力独立生活，父

纠纷案件审理的现状及问题

母不再负有支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
但该规定是否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选取了江苏省

未全面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大学学费日益高

2019 年审结的抚养费纠纷案件 104 件。因给付一

涨的情况下，靠成年子女自己勤工俭学很难完成学

方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履行给付义务而起诉的有

业。

47 件，其中，法院在对离婚协议审查后按照双方

3、抚养费数额的确定依据

约定数额确定子女抚养费的有 11 件；除此之外的
57 件案件为子女起诉要求抚养义务人增加抚养费

未成年子女抚养费需考虑子女的实际需求、父

或抚养义务人请求降低抚养费。通过分析，司法实

母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对于

践在具体适用抚养费相关法律规定时存在以下问

抚养费数额的比例，
则区分有固定收入的和无固定

题：

收入两种情形，比例均以月总收入的 20%-30%确定，
需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养费的，
可以适当提高比例，

（一）对法律规定的理解适用不统一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 50%。司法实践中，父

1、抚养费的概念不统一

母的工资收入是确定子女抚养费数额的主要依据。
本文调研的 104 件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法院根据

司法实践中混淆抚养费概念和范围的情形，存

子女需求、父母经济能力等酌定抚养费数额的有

在将抚养费与生活费、
医疗费并列的法律逻辑上种

48 件；其中，在查明工资收入的 20 件案件中，酌

属不清以及抚养费具体范围争议等问题。
本文调研

定比例在 20%-30%之间确定抚养费数额的有 19 件，

的 104 起抚养费纠纷案件中，关于抚养费的判项

低于 20%比例的有 1 件。对于工资收入的考量，司

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
单一型
（77 件，
占比 74%）
，

法实务认定不一，有的以每月实发工资收入为依据

即判决主文中只明确抚养费，
但未释明是否包含教

计算，有的则认为应当按照税前工资收入。目前抚

育费、医疗费等。这也就导致未成年子女产生大额

养费数额的标准较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计算方

教育费、医疗费后，当事人多次诉讼的问题。
（2）

法极为抽象，没有考虑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指数、未

混合型（20 件，占比 19.3%）
。即判决中明确给付

成年子女人数和年龄层次，
承担抚养费义务人工作

抚养费一方每月支付生活费，而医药费、教育费等

性质及基本生活费用，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凭票据定期结算。此类判决中，大多数在离婚协议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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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现行法律也未规定抚养费的最低标准。

成为主张调整抚养费标准的理由。此外，如何判断
经济收入显著下降，在实务中也缺乏统一标准。

（二）现行立法规定的不明确性及可操作性问题

二、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

1、协议离婚中父母意思自治确定抚养费的弊端

域外立法及司法实践

父母双方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或在法院协商

（一）美国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制度

时，
可以自行对子女抚养问题作出适当处理并达成
一致意见。
法院的关注点仅为离婚协议签订的真实

1、抚养费的计算

性及自愿性，
只有父母双方不能就子女抚养问题达

《美国统一婚姻与离婚法案》【“The Uniform

成一致意见时法院才会根据审查情况作出相应判

Marriage and Divorce Act”
（UMDA）
】中第 309 条

决。可见，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民政部门或者法院需

规定了“子女抚养”的内容。父母双方在解除婚姻

对离婚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
甚至离婚夫妻

关系或合法分居后，抚养子女的义务人，即父母一

之间约定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不给付抚养费，
法院

方或双方应当为子女提供必要的、合理的抚养费。

也不加以干涉，
这也就导致司法实践中离婚协议约

如何确定抚养费数额需考虑子女的实际需求（包括

定子女抚养权益的审查流于形式，
进而很多未成年

身体与精神状况，日常生活及受教育等）
，子女有

子女抚养费的实际履行成为不可能。

无经济来源，父母的经济状况等等。

2、无法查明父母收入状况时抚养费难以确定

若无法查清抚养义务人的收入状况时，如何计
算 抚 养 费 数 额 ？ 美 国 纽 约 州 的 Kasabian v.

我国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无法查明父母收入

Chichester 一案的判决中，抚养义务人处于失业

状况时以何标准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数额，也

状态，暂时没有收入来源，法院即以义务人拥有一

没有规定抚养费的最低标准。本文调研的 104 件

定的技能资格，
且年龄和健康状态均适合从事工作，

抚养费纠纷案件中，无法查明当事人收入时，法院

最终参照同行业的平均收入作为抚养费计算基础。

参照江苏省农村/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确定

因此，抚养义务人总收入不仅包括目前所得，还可

子女抚养费数额的有 4 件。参照给付抚养费一方

基于过去工作状况或未来可能的工作推算其总收

工作同一行业的收入确定子女抚养费数额的有 1

入。

件。

2、抚养费的变更

3、子女抚养费变更的规则不明确

对于变更抚养费情形的法律规定，《美国统一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子女满足法定条件，
有正当

婚姻与离婚法案》特别强调“稳定性（strongly

理由的可以请求增加抚养费，
但法律条文较为原则，

emphasizes stability）”
，其中，第 316 节规定，

尚不够细致，导致法院在适用时缺乏可操作性。现

变更子女抚养令的情形变化必须是实质性的且继

行法律亦未规定抚养义务人在何种条件或情形下

续 履 行 极 为 不 合 情 理 （ so substantial and

可向法院申请降低抚养费。
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确定

continuing as to be unconscionable）。也即，

的基准是工资收入，
有的法院则认为经济收入显著

一般情形下，子女抚养费数额的变更应当尊重离婚

降低是不可忽视的现状，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少抚

时的合意，
只有在发生当初无法预测的重大情势变

养费具有合理性；
也有法院认为需考虑收入降低的

更时，
且若不变更继续按照原合意履行将极不合理

原因，若因主观原因导致经济能力下降的，不足以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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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那么，什么情况下属于“重大情势变更”，

础收入×90÷100+90；最后，确定抚养义务人应当

美国司法判例也确定了相应的具体裁判规则。
即应

负担的子女抚养费金额。
抚养义务人的基础收入与

当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一方面，相比于此前确定的

父母双方（包括抚养人与直接监护人）的基础收入

抚养费数额，
按照目前收入计算出的抚养费数额高

之比乘以子女生活费即为子女抚养费数额。可见，

出 20%，二是，该种情形已连续至少 12 个月。

在司法实践中，
只要能够查明父母双方年收入总额、
子女年龄等因素，就能根据上述计算公式确定抚养

（二）日本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制度

费给付金额，操作较为简便、准确。

1、抚养费的范围

三、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

日本法律上的未成年人指不满 20 周岁的人。

纠纷解决制度的完善

一般情况下，
抚养费给付义务人只需承担未成年子

（一）抚养费、支付抚养费期限等内容的厘清

女的抚养费。但如果年满 20 周岁的子女存在特别
情况，
法院是否应当支持义务人继续给付抚养费？

抚养费是维持子女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

日本各家庭法院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
成年子女若

方面所需要的一切必要费用。理论和实务存在争议

仍在大学期间，且无收入来源的，父母仍然有义务

的主要是抚养费范围的划定，如高额择校费用、
“贵

支付其生活费或医疗费。需要注意的是：首先，20

族学校”教育费、兴趣班等费用以及大额医疗费是

周岁以上无收入来源的子女，
父母有义务支付抚养

否属于抚养费？笔者认为在实务中，
需要区分具体

费的理论依据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亲属之间有相互

情况具体分析。
法院处理涉少案件应当坚持未成年

抚养义务，属于生活扶助义务；其次，父母需支付

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既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

的费用仅包括子女大学期间所必需的教育费用、子

权益，也考虑抚养义务人的实际负担能力。法律保

女因重大疾病住院治疗所需要支付医疗费等。
最后，

护的是未成年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抚养费，故高额

日本成年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较高，
在这一现实情

择校费、兴趣班等费用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抚养费的

况下，考虑到教育优先，教育费、生活费、医疗费

范围，但从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利益出发，因重大

不足的问题应当由父母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时则由

疾病产生的医疗费，则应当包含在抚养费范畴内。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关于给付抚养费的期限问题，可以通过立法明
确抚养费权利人的范围来确定。
考虑我国的国情和

2、抚养费计算指南

实际情况，
可以将需支付子女抚养费的权利人范围

日本家庭法院有专门的抚养费计算公式，
并作

分为四个类别：
（1）十六周岁以下的子女；
（2）十

为调解和裁判抚养费时计算依据，其中，计算的要

六至十八周岁且没有经济来源的子女；
（3）十八周

素包括父母的各自总收入、父母的基础收入、子女

岁以上没有经济来源，且仍在接受高等教育或职业

生活费、子女的年龄等。首先，确定离婚者的基础

培训的子女；
（4）十八周岁以上，但因身体或精神

收入，根据抚养义务人的不同行业，区分了基础收

残疾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的子女。

入的计算比例，工薪阶层为总收入的 34%-42%，自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抚养费给付计算规则

营业者为总收入的 47%-52%；其次，根据子女的年
龄层确定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费，若子女不满 15 岁

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
在制定抚养费

的，子女生活费为抚养义务人基础收入×55÷

计算表时，
可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基本的计算公式，

100+55;若子女在 15 岁以上的，
子女生活费则为基

再由各个省市按照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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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比率，并考虑社会的动态发展状况。子女抚

将导致给付抚养费一方难以维持当地正常生活水

养费的功能实际上主要是满足子女的日常生活之

平，可确定浮动性的减少比例来判断收入是否明显

必需，因此，在确定相关考量因素时，不仅要计算

降低，是否具有严重影响性。

子女日常生活、学习等所必需的费用，还应当考虑

最后，时间性的要求。如果收入减少不具有长

父母双方的收入状况及父母所需的日常生活费用，

期性，仅仅只是暂时的工资数额有所降低，且降低

而不能简单地以父母的收入状况为依据机械地按

不多，就不能对抚养费数额进行调整。

相应比例计算子女抚养费，
亦不能因支付抚养费而

（四）
确立法院对离婚后抚养费协议的实质审

导致义务人无法保证其自身生活水平，
应当尽量平

查制度

衡子女所需日常生活费用与父母所需日常生活费

法院对子女抚养协议有权按照子女最佳利益

用之间的关系。
本文建立起以下简易抚养费计算模式：
子女抚

原则进行审查，
审查双方离婚协议中对子女抚养费

养费=抚养义务人工资收入×（15%-45%）
，其中，

的处置是否有损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离婚协议

抚养义务人的工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收入、奖金、

的内容能否得到执行。对于离婚协议中明显损害未

公积金等全部收入，对于计算比率，现行比率 20%-

成年子女利益的条款，法院应不予支持，并可依请

30%幅度较窄，不能满足多子女家庭或过高、过低

求或依职权进行更改。

收入家庭抚养费的计算。
各省市可以按照本地经济

抚养费的数额及给付方式，
直接关乎未成年子

发展水平确定相应的范围。
关于子女抚养费的最高

女的切身利益。如何妥善处理抚养费纠纷案件，更

标准，则应当以未成年子女实际需求为限，具体可

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稳

以按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层次确定；
如果无法查清抚

定，是少年家事审判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更是法院

养义务人经济来源，
则参照上一年度当地居民人均

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法院在确定未成年子女抚

消费水平或者同行业收入判断。
如果抚养义务人处

养费时，应始终坚持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但归根

于失业状态，
则可以基于过去工作状况或未来的工

到底，需要立法与司法形成良好互动，针对司法实

作盖然性推算总收入。

践中存在的抚养费确定标准不统一，
操作性不强等
问题，
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制度。

（三）
确立未成年子女给付抚养费的变更规则

已隐去注释，引用请查看纸版杂志原文。原文

明确降低抚养费的裁判规则，
应需考虑以下三

刊载于《金陵法苑》2020 年第 2 期，本文有删减。

个因素：

课题主持人：沈湧，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党

首先，客观因素（非主观性）
，即不能预见、

组书记、院长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情况，
而非抚养义务人主动

课题组成员：高伟，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党

作为所导致的情况。例如，
（1）因经济效益、政策、

组成员、副院长；王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员

通货膨胀等原因导致失业、收入减少；
（2）因事故

额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王婵，南京市玄武区人

损伤、
疾病导致丧失劳动能力；
（3）
患有严重疾病，

民法院法官助理。

需支出大额医疗费或长期需治疗康复的；
（4）天灾
责编：周阳

人祸等导致减少或失去经济来源等情形。

审核：徐高纯

其次，客观情况必须具有严重影响性。客观情
况造成收入明显降低，
如继续按照原定抚养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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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年后，可以要求父母返还压岁钱吗？
2021-02-25 北京海淀法院

秦鹏博

https://mp.weixin.qq.com/s/sNQd20x4J4enVZOths2mdg

父母保管孩子的压岁钱

小刘父母离婚后，小刘母亲代理小刘以返还原

待孩子成年后或者孩子需要用钱时

物纠纷将父亲告上法庭，
要求小刘父亲返还小刘压

父母需要返还吗？

岁钱 9700 元，小刘父亲予以否认。

我们来看两个真实的司法案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小刘起诉要求父亲返还原
物，应对父亲持有小刘之原物承担举证责任。小刘

案例一

主张有 9700 元压岁钱，除母亲自己在手机上所写

15 岁的小王自父母离婚后，一直跟随父亲和

的记录外，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小刘主张将该笔

继母生活。小王有三万五千元压岁钱由继母保管，

压岁钱存入了母亲账户，亦无证据对此予以证明。

存在继母的银行卡里。
继母每次支取都会取得小王

小刘母亲通过支付宝钱包付款的形式向父亲转账

同意，并写下说明。后来父亲离世，小王又开始跟

过 9700 元，
但无法证明此笔转账系小刘的压岁钱。

着母亲一起生活。由于小王上学需要花钱，小王便

故小刘要求父亲返还 9700 元并支付利息，证据不

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继母，要求返还压岁钱。继母

足，法院未予支持。

拒绝返还，称自己从没保管过压岁钱，且自己也是

从情理上讲，小刘收红包时为无行为能力人，

小王的监护人，小王生母不是监护人，即使有压岁

父、母保管小刘的压岁钱及为了小刘的利益消费使

钱也不需要给小王。

用钱款均符合法律和情理。货币为种类物，小刘母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

亲并非将小刘的压岁钱单独放置与其他现金相区

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

别，也未存放至小刘的账户，而是存入母亲的账户、

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继母曾书写说明一份认可

并入了其他家庭财产中。
而自收得压岁钱至父母离

自己卡内存有小王的压岁钱三万五千元。
现在小王

婚，上述钱款是否未经消费、使用也无从确定。

要求继母返还压岁钱，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继母答

因此，孩子在将压岁钱交给父母时，最好留个

辩称生母无监护资格一项，本案中，自小王父亲去

字据；父母收取孩子压岁钱时，给孩子打个欠条，

世后，小王与其亲生母亲一起生活，小王与继母形

也是对孩子的尊重。最好的做法，是为压岁钱开一

成的继子女关系事实上已经中断，
故小王的生母有

个专用账户，这样存取有记录，也不会跟其他家庭

权代理小王诉讼，
且继母丧失监护权后也无权代小

财产混同，避免纠纷的产生。

王保管压岁钱。
文/海淀法院 秦鹏博

案例二

编辑/海淀法院 姜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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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视点
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操作指引（广州市律协）
2021-02-05 南粤家事

广州市律师协会

https://mp.weixin.qq.com/s/M65WubN_cx7GNEDgj1-q_w

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
操作指引

2.13 分割遗产
2.14 遗产管理服务的中止
2.15 遗产管理服务的终止

广州市律师协会婚姻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

2.16 归档备查

广州市律师协会信托与财富传承业务专业委员会

第三章 遗产管理人法律服务文书样本.

联合发布

民事行为能力声明书（样本）

2021 年 1 月

客户信息采集表（样本）

目 录

财产清单及遗产分割意愿表（样本）

第一章 总则

遗嘱执行委托合同（样本）

特别说明

知情同意书（样本）

1.1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概念

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

1.2 遗产管理人的产生顺序

操作指引

1.3 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与权利

第一章 总则

1.4 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
1.5 遗产管理人未尽职责的民事责任

特别说明

1.6 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地位
本操作指引仅仅是律师参与遗产管理人法律

1.7 遗产管理委托人的条件
第二章 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操作流程（指定遗嘱

服务业务的参考和提示，
并非作为判定律师从事遗

执行人版）

产管理人法律服务业务尽职合规的依据，
更不能以

2.1 确定委托

此作为追究律师责任的依据。

2.2 立项组队

1.1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概念

2.3 尽职调查

继承开始后、遗产分配前，遗产要经过清算、

2.4 协助订立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
2.5 遗嘱保管及跟踪维护

通知公告、
申报权利、
清偿债务等一系列继承活动，

2.6 核查遗嘱人死亡情况

最后才对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在此期间，继承人

2.7 通知公告.

并不能真正对遗产行使所有权与管理权，
遗产极易

2.8 召开会议，公布遗嘱

被遗产占有人私分、转移、隐匿或侵占。此时需要

2.9 办理公证

有专门主体秉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遗产进

2.10 制作遗产清单并报告遗产情况

行管理与分割，以维护遗产安全和完整、保障继承

2.11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

人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免受侵害。

2.12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因此，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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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人管理人制度，是指

关规定。因此，在《民法典》出台相应法律细则之

在继承开始后遗产交付前，
遗产管理人依据遗嘱或

前，可以由公证处出具遗产管理人公证书或由律师

法律规定，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妥善保存、实施

事务所出具担任遗产管理人公函等方式，
使得遗产

清算和管理分配，
以维护遗产价值和遗产权利人合

管理人的身份获得权利外观。

法权利的制度。

1.5 遗产管理人未尽职责的民事责任

1.2 遗产管理人的产生顺序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八条规定，遗产管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继承开

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

继承人、遗赠受益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

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

事责任。

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主要有以下三个目的：第

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

一，保护遗产的安全和完整；第二，保护继承人的

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合法权益；第三，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遗产管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遗产管理人的产生顺序依

理人应当忠实、谨慎、勤勉履行遗产管理职责，对

次为遗嘱人指定、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

遗产进行清点、编制成册、保管、向继承人报告、

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

通知公告、
接收债权债务的申报、
清偿债务等活动。

争议的，
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

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当，给继承人、受遗赠人、

管理人。同时，遗产管理人制度在继承中的法律地

债权人造成侵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位不可或缺，这也为律师、会计师、公证员等专业

1.6 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地位

人士开展法律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虽然《民法典》增设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但是

1.3 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与权利

对于除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之外，
其他主体担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了遗产管

遗产管理人是否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尚未有明确

理人的法定职责，即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

规定。
诉讼案件的适格主体需要与案件具有利害关

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

系，除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而导致遗产管理人的

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

身份与继承人的身份发生重叠之外，
其他主体担任

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

遗产管理人时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其权利基础或来

必要行为。

源于遗嘱人的指定，或来源于继承人的推选，或来

除上述法定职责外，
我们认为应当允许委托人

源于法律规定，在上述情况下，遗产管理人独立于

（遗嘱人）与受托人（遗嘱执行人）就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也非继承人的诉讼委托代理人。

的其他职责与权利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在遗嘱人死亡的情况下，
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基
础、诉讼地位仍有待法律、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

1.4 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

在司法实践中，
已有部分法院将遗产管理人列为民

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观是指遗产管理权利的

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不啻为遗产管理人的正常履

外在表现形式，
用于向第三人证明遗产管理人的身

职、以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参与诉讼开创了先河。

份和权利。
目前我国除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而出具

1.7 遗产管理委托人的条件

司法文书之外，
尚未有对遗产管理人权利外观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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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和实践，
遗产管理委托人应具备完全

2.2 立项组队

民事行为能力，需满足如下条件：

接受遗嘱执行或遗产管理委托的律师事务所

1.年满十八周岁或年满十六周岁并以自己的

应委派 2-3 名具有遗产管理人资格的执业律师按

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顺序履行合同职责。

2.神志清醒，能够明确表达自己意愿的。

受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应根据委托人希望

第二章 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操作流程

实现的目标和具体服务内容的需要，
在所需专业领

（指定遗嘱执行人版）

域范围内，
安排没有利害关系的成员组建遗嘱执行
或遗产管理项目的法律服务团队，必要时可签署保

随着《民法典》增设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

密协议。

理人法律服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而律师从事遗
产管理人法律服务，直接面对客户的需求，在法律

2.3 尽职调查

的框架内为客户规划遗嘱安排、跟进客户的人身、

律师针对委托人的身份及财产、
债权债务进行

财产变动，在继承发生后通过释法、运用调解等非

信息采集，梳理出委托人的个人财产及债务清单，

诉法律服务方式定纷止争，
以维护委托人的财产安

并对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利害关系人等有关人

全、最大可能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分配遗产，具有很

士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进行采集，并根据委托人

大的市场前景。

的意愿开展专项研究，完成项目法律架构及服务流

考虑到指定遗嘱执行人的优先效力，
律师从事

程图，确定具体操作实施方案、计划。

遗产管理人法律服务应优先考虑通过遗嘱指定成

2.4 协助订立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

为遗嘱执行人进而在日后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方式
进行介入。
本指引亦从遗嘱指定执行人进而在继承

律师应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依据法律法规协助

发生后担任遗产管理人的途径展开具体操作流程

委托人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律师在协助委托人

如下，以供广大律师同仁参考、借鉴：

订立遗嘱时，须考虑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为缺乏
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

2.1 确定委托

产份额等情况，尽可能使委托人订立的遗嘱真实、

提供遗产管理人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应建

合法、有效。

立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的管理审批制度，
对遗嘱执

律师应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委托人订立公证遗

行或遗产管理委托合同进行内部审查报备。
当事人

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或者打印遗嘱固定委托人

根据自身对于遗嘱执行或遗产管理的法律需求表

的遗嘱安排。委托人订立遗嘱应指定律师事务所担

达明确委托意向。律师通过与当事人的沟通交谈，

任遗嘱执行人，同时注明受律所委派 2-3 名执业

感受当事人的思维是否清晰、对答是否切题，来初

律师的身份信息，并指定日常联络人及紧急联系人，

步判断当事人是否具备委托条件。必要时，可进行

必要时可通知委托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录音录像、
制作询问笔录或要求当事人出具民事行

员会。

为能力的鉴定报告。

委托人可自行担任日常联络人，
也可以委托亲

律师事务所与具备委托条件的当事人对于指

属担任。日常联络人应定期向受托人反馈委托人的

定遗嘱执行人进而在日后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服务

身体状况，如出现紧急状态时应及时告知受托人。

内容、目标及收费等达成合意后，应当与委托人签

紧急联系人由委托人指定，
当委托人身体出现紧急

订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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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而无法与受托人联系时，
紧急联系人应及时将

遗嘱执行人召开会议，核查继承人、受遗赠人

情况通知受托人。

及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并制作询问笔录，公布遗嘱。
继承人对律师事务所作为遗嘱执行人进而担任遗

2.5 遗嘱保管及跟踪维护

产管理人无异议的，
可签署知情同意书；如有异议，

遗嘱订立后，
遗嘱执行人应根据实际情况对遗

告知向法院申请确定遗产管理人。

嘱归档、签封或采取银行保险箱等保管措施，确保

2.9 办理公证

遗嘱安全、
保密，
并定期联络遗嘱人、
日常联系人，
对遗嘱人的生存状况、
遗嘱所涉财产及利害关系人

律师事务所担任遗产管理人可以与公证处对

的变动情形进行跟踪，定期制作报告。遗嘱执行人

接，对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进行公证、背书，具体操

应及时掌握遗嘱人的遗嘱变更意愿，
在遗嘱人仍具

作思路为：有公证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的，可以就

备订立遗嘱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及时协助遗

该公证遗嘱制作《遗嘱执行人公证书》或《遗产管

嘱人进行遗嘱变更。

理人公证书》；未有公证遗嘱但指定遗嘱执行人的，
由所有继承人按照该遗嘱办理继承权公证的同时，

2.6 核查遗嘱人死亡情况

制作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公证书；未有遗嘱指

继承开始后，
遗嘱执行人收到继承人或者遗嘱

定由继承人共同推选的，可就遗产达成继承协议，

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通知，应当

在办理继承权公证的同时，
制作遗嘱执行人或遗产

及时尽最大可能通过继承人提供的遗嘱人的死亡

管理人公证书。

证明、户籍注销证明等资料核查其死亡事实。遗嘱

2.10 制作遗产清单并报告遗产情况

执行人应在两名以上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或者
公证员见证下，
对封存遗嘱或银行保管箱保存的遗

我们认为，
遗产管理人应于就职后 3 个月内完

嘱进行开封、查验。

成遗产清点。遗产管理人在编制遗产清单后应及时
向全体继承人报告遗产的范围，包括遗产的现状、

2.7 通知公告

保管方式、折旧程度、是否需要采取特别保管措施

遗嘱执行人确定遗嘱人的死亡事实后，
应根据

等。

其提供的联系方式及时通知继承人、
受遗赠人以及

2.11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

利害关系人。
同时应在遗嘱人的经常居住地或户籍
所在地的当地报刊上刊登遗嘱人的死亡通知及告

遗产管理人在管理遗产时，
采取的处置措施应

知召开遗产管理人会议的时间及地点，
并催告利益

以必要为限，不得擅自变更遗产的标的物或权利的

相关人向遗嘱执行人申报债权、债务。公告期限届

性质。遗产管理人在管理权限内采取的必要行为，

满之前，
遗嘱执行人有权拒绝对债权人清偿债务及

通常如下：

交付遗赠物；公告期限届满后债务清偿、遗产交付

1.为保存遗产所作出的处理遗产的行为；

前，收到债权申报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清

2.对死者紧急债务和税款的清偿行为；

偿；遗产分割完毕、遗产管理人职责终止后，收到

3.对死者生前经营的公司、企业，采取必要的

债权申报的，建议债权人与遗嘱受益人协商，若无

措施维持继续经营的行为。

法达成一致意见，可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债务清偿。

遗产管理人采取上述必要措施，
原则上应与继
承人共同协商办理，
并制作笔录。
若相关人员侵占、

2.8 召开会议，公布遗嘱

隐匿遗产，
遗产管理人有权要求其返还或协助继承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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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追责。

认书等法律文书进行分类整理，
注明日期和归档备
查。

2.12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第三章 遗产管理人法律服务文书样本

遗产管理人应公告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及通

民事行为能力声明书（样本）

知利害关系人申报债权债务。公告期限届满后，遗
产管理人应根据遗产权益人的申报情况，
及时告知

本人（姓名），
（性别）
，
（民族），年月日出生，

继承人、受遗赠人，确定继承权、受遗赠人是否放

身份证号；现居住地。

弃继承权、受遗赠权。遗产管理人按照法律规定的

本人因指定某某律师事务所为遗嘱执行人并

顺位清偿税款及遗产债务。

担任本人的遗产管理人。
某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已
经告知本人订立遗嘱的法定条件。本人亦确认充分

2.13 分割遗产

理解遗嘱执行人及遗产管理人的具体含义和法律

遗产管理人对税款及遗产债务清偿完毕后，如

后果。本着诚实信用提供案件相关信息的原则，本

还有剩余财产，
应当按照遗嘱或者法律规定进行分

人确认在订立遗嘱、指定遗嘱执行人时身体健康、

割。
遗产管理人应按照遗赠扶养协议、
遗嘱或遗赠、

精神状况良好，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法定继承等顺序进行分割，
具体分割方式可以为实

本人对此声明中所作承诺予以保证，
若违反此

物分割、变价分割、按份共有等方式。

声明及保证所导致的一切不利法律后果均由本人

遗产管理人按照上述分割顺序、
分割方式向继

自行承担。

承人、受遗赠人交付遗产时，应当签署遗产交接确

（以下无正文）

认书。

声明人：
日期：

2.14 遗产管理服务的中止
在遗产分割过程中，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利害

客户信息采集表（样本）

关系人对遗产范围、继承人资格、继承依据及分割
顺序、分割方式等存在争议，由遗产管理人组织调
解后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则遗产管理人中止对
争议遗产的分割服务，待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利害
关系人就相关争议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取得
生效的裁判文书后，
遗产管理人恢复分割争议遗产。
2.15 遗产管理服务的终止
遗产管理人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
遗产，待遗产分割完毕或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则遗
产管理法律服务终止。
2.16 归档备查
遗产管理人对以上遗产管理项目相关委托协
议、询问笔录、通知公告、遗产清单、遗产交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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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清单及遗产分割意愿表（样本）

遗嘱执行委托合同（样本）
【】非字第号
甲方：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乙方：XX 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为维护甲方权益，甲方聘请乙方提供法律服务。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委托代理事项
甲方聘请乙方担任遗嘱执行人，
乙方委派律师、
律师为其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
甲方同意乙方律师
委派其他律师或助理配合完成辅助工作。
乙方提供
遗嘱执行的具体服务内容为：
1.1 协助甲方订立遗嘱并作为甲方指定的遗
嘱执行人；
1.2 对甲方订立的遗嘱进行封存保管；
1.3 跟踪甲方、继承人、受遗赠人的生存状况
及梳理遗嘱所涉财产、债权债务的变动情况，形成
书面的定期报告；
1.4 甲方指定遗嘱的日常联系人的姓名及联
系方式如下：
第一顺位：XXX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第二

资讯简报

288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顺位：XXX

因其他原因导致乙方认为其不宜继续执行甲方的

联系地址:

联

遗嘱，
乙方可另行委派本单位的其他律师完成本合

系地址:

同约定的法律服务。
乙方变更委派律师自乙方作出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

书面决定时生效；

电子邮箱:

电

乙方另行委派其他律师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向

子邮箱:

甲方或甲方的继承人作出书面通知。

1.5 甲方指定遗嘱的紧急联系人为，
联系方式

第二条甲方的义务

如下：

2.1 若甲方订立遗嘱时，乙方认为甲方有必要

姓名：XXX

出具健康及精神状态的专业医学鉴定报告等相关

联系地址:

证明，甲方应予配合；

联系电话：

2.2 甲方应确保其通过乙方订立的遗嘱是最

电子邮箱:

终的，若甲方需要变更或撤销遗嘱，甲方应通过乙

1.6 甲方变更其指定的日常联系人、
紧急联系

方对遗嘱内容进行变更或撤销，
变更或撤销遗嘱的

人的信息时，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信息变更内

法律服务费用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容应以书面通知送达乙方之日起生效；

2.3 甲方应确保其向乙方提供的所有资料的

1.7 甲方委托乙方担任其遗产管理人。乙方根

真实性及准确性；

据甲方的遗嘱（见附件）或者法律规定管理、分割

2.4 甲方应确保其向乙方提供的日常联系人

遗产并处理甲方的债权债务。
乙方提供的具体法律

以及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式是真实有效的；

服务如下：

2.5 若甲方变更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或身体

1.7.1 核查甲方的死亡事实；

健康状况发生变化，
甲方或其指定的紧急联系人应

1.7.2 通知甲方的继承人，
对甲方订立的遗嘱

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进行开封、查验；

2.6 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法

1.7.3 清点甲方的遗产、制作遗产清单；

律服务内容的相关事宜。

1.7.4 在甲方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报刊刊

第三条乙方的义务

登甲方的死亡通知及告知召开遗产管理人会议的

3.1 乙方应当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时间及地点，催告利益相关人向乙方申报债权、债

尽职尽责地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本合同约定

务；

的委托事项，积极地维护遗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1.7.5 召开会议，公布遗嘱，报告遗产及债权

3.2 乙方应当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依据法律、

债务清单，
确定继承人、
受遗赠人是否放弃继承权、

法规的规定做出专业判断，
客观地告知甲方所委托

受遗赠权；

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

1.7.6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

3.3 乙方应当及时告知甲方有关工作情况，对

1.7.7 处理甲方的债权债务；

甲方了解委托事项的正当要求，
应当尽快给予答复；

1.7.8 按照甲方提供的遗嘱或者法律规定进

3.4 乙方对其获知的甲方的商业秘密/或者甲

行遗产分割；

方的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非由法律规定或者甲

1.7.9 实施其他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

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否则将承担法律

行为；

责任；

1.8 若乙方委派的律师不在乙方单位执业或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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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遗赠抚养协议为前提而设定的。
如甲方撤销附件

解程序的，应与甲方的继承人另行签订委托协议；

的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
或对附件遗嘱或遗赠抚养

5.5 乙方作为甲方的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

协议所涉及的财产范围、分割方式、分割条件、继

人通过诉讼程序清偿甲方的债务的，
应与甲方的继

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范围等进行变更的，
需向乙方如

承人另行签订委托协议；

实披露，由甲乙双方对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调整；如

5.6 乙方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甲方继承人之间

甲方未如实披露或双方无法就权利义务协商调整

的继承纠纷，应与甲方的继承人另行签订委托协议；

达成一致意见的，
应视为乙方已经完成本合同约定

5.7 乙方收取上述法律服务费的银行账户如

的法律服务工作。

下：

第四条甲方应当向乙方律师就委托事务的

银行户名：

XX 律师事务所；

具体事项提出明确、
合理、
合法的要求，
应当真实、

银行账号：
；

详尽和及时地向乙方律师叙述案情，
提供与委托代

开户行：。

理事项有关的全部证据、文件及其他事实材料，并

第六条乙方律师办理本合同委托事项所发生

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若甲方隐瞒事

的以下工作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1.相关行政、司

实、伪造证据，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及给乙方

法、邮政、公证、翻译、鉴定、评估、拍卖等其他

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机构收取的费用；2.律师调查取证过程中相关部门

第五条费用支付

收取的费用；3.录音转录费
（人民币 300 元/小时）；

根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经双

4.广州市核心城区外(包括增城、从化、花都、南

方协商同意，
甲方向乙方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收费标

沙区等)发生的交通费、食宿费等；5.乙方征得甲

准及支付方式如下：

方同意后支付的其他费用。

5.1 甲方于本合同签订时向乙方支付如下费

第七条违约责任

用：

7.1 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法

5.1.1 首期法律服务费；

律服务或者违反己方义务，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

5.1.2 乙方提供的首期法律服务内容为：
协助

部分或者全部已付的律师费。但甲方不得以如下理

甲方订立遗嘱、保存甲方订立的遗嘱、核查甲方的

由要求乙方退费：

死亡事实、
通过公告方式发布召开遗产管理人会议

7.1.1 乙方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应当依法履行

的消息；

职责，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

5.2 甲方于遗嘱订立之日起届满壹年前日内，

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向乙方支付下一年度的遗嘱跟进服务费元；
以此类

7.1.2 甲方就已委托乙方代理的事项单方面

推，
甲方须按年向乙方支付年度遗嘱跟进服务费元，

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的；

直至甲方订立的遗嘱生效时止；

7.1.3 乙方接受委托后，甲方以乙方收费过高

5.3 甲方身故后，
乙方作为甲方的遗产管理人

为由要求退费的；

按甲方遗产评估价值的％收取后期法律服务费，该

7.1.4 其他非因乙方或乙方律师的原因，甲方

笔法律服务费应从甲方的遗产中先行扣除；
若甲方

单方解除本合同的；

的现金遗产不足以支付乙方的后期法律服务费，则

7.2 因甲方追加委托事项或因客观原因导致

由甲方指定的遗嘱受益人按比例先行垫付；

代理事项明显增多时，乙方有权增加律师代理费，

5.4 乙方作为甲方的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

否则，乙方仅在原委托范围内工作；

人为实现防止遗产毁损、
灭失的目而通过诉讼或调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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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大经济损失，
乙方应当通过律师执业责任保险

年内，导致合同中止的事由尚未纠正或消失的，视

确定赔偿，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先行赔付，执业责任

为合同终止；

保险赔偿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
乙方补充赔付金

9.2.3 如双方无法就变更本合同内容达成一

额不高于乙方因本合同而收取的代理费；

致意见的，
应视为乙方已经完成本合同约定的法律

7.4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合

服务，合同终止；

同或暂停工作直致甲方自行纠正时止：

9.2.4 乙方按照甲方订立的遗嘱或者依照法

7.4.1 甲方的委托事项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律

律规定分割遗产，待遗产分配完毕或约定的条件成

师执业规范的；

就时合同终止；

7.4.2 甲方有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或者隐瞒重

9.2.5 自合同中止之日起个月内，乙方与全部

要情节等情形的；

的继承人就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事项的服务期

7.4.3 甲方逾期 3 日仍不向乙方支付律师代理

限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同意从遗产中先行支付法

费或者工作费用的。

律服务费用的，则法律服务期限顺延。乙方按照人

第八条法律服务期限

民币 10,000 元/年的标准收取法律服务费。上述法

自甲方死亡后，乙方法律服务期限为年，自乙

律服务费用由继承人向乙方先行支付。遗产管理人

方知道或应当知道甲方死亡之日起计算，
该法律服

在遗产分割时从遗产中予以返还继承人。
自合同中

务期限为除斥期间。

止之日起超过 3 个月，乙方未能与全部的继承人

第九条合同中止及终止

协商达成一致的，则本合同自中止之日起 3 个月

9.1 合同的中止

届满之日终止。

9.1.1 在遗产分配过程中，若继承人、受遗赠

第十条争议的解决

人或利害关系人对遗产范围、继承人资格、继承依

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

据及分割顺序、分割方式等存在争议，由遗产管理

商不成的，应将争议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提

人组织调解后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则遗产管理

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

人中止对争议遗产的分割服务，待继承人、受遗赠

裁决是终局的，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

人或利害关系人就相关争议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

第十一条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及乙方

见或取得生效的裁判文书后，
遗产管理人恢复分割

律师各执壹份。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争议遗产；

生效，自本合同约定的法律服务完结时终止。

9.1.2 如乙方依据甲方签名确认的联系方式，

第十二条双方确认各自预留的地址和电子邮

无法同时与全部的继承人、
受遗赠人或利害关系人

箱为有效的送达地址，涉及本合同的相关法律文件

取得联系导致乙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
则乙

送达至对方预留的地址或成功发送至对方预留的

方可中止本合同服务；

电子邮箱即视为有效送达。

9.1.3 如非因乙方原因，
在双方约定服务期限

第十三条甲乙双方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签订

内，无法按照附件的遗嘱、遗赠抚养协议将遗产分

本合同，双方均对本合同的所有内容知悉了解并完

配完毕的，本合同中止。

全同意。

9.2 合同的终止

甲方：

9.2.1 因甲方的原因导致本合同约定的法律

承办律师：

服务无法完成的，视为合同终止；

签约时间：年月日

9.2.2 自本合同约定的中止事项发生之日起
家事法苑

乙方：XX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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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样本）

对本指引提出的意见与建议：
（排名不分先后，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

本人：
（姓名）
，
（性别）
，
（民族）
，
（年龄）， 年
月 日出生，户籍地
份证号

，现居地

1.崔栋，广东中南公证处主任

身

2.范利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广

。

东省法学会婚姻法学会副会长

被继承人于 年 月 日死亡。本人系被继承人
的

3.郭丽红，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

，为其合法的继承人。被继承人生前于

法学会婚姻法学会会长

年 月 日订立遗嘱，
并指定律师事务所为遗嘱执行
人。现

4.马国栋，广东南粤公证处副主任

律师事务所依据《民法典》的相关

规定，担任

5.宋耀红，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法学

的遗产管理人。

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人充分理解、
知悉遗产管理人的具体事项及
法律后果，确认

律师事务所为

6.游植龙，
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

的遗

委员会主任、广东省法学会婚姻法学会副会长

产管理人。

7.卓冬青，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广东省法学

（以下无正文）

会婚姻法学会副会长
签名：
日期：年月日

PDF 文件，点击“阅读原文”或网址下载：
http://www.oklawyer.cn/ycglr.pdf

特别鸣谢以下婚姻家事及财富传承领域专家

滴水穿石，再十年——写在“家事法苑”团队十周年
| 段凤丽 | 家事法苑团队十周年
原创：2021-02-07 家事法苑

段凤丽

https://mp.weixin.qq.com/s/bKWrub0jC1WwN4rbRwmiJQ

“家事法苑”团队正式创建于 2010 年 1 月，

滴水穿石，再十年

在团队十周年之际，
团队伙伴们及一些朋友撰写了

——写在“家事法苑”团队十周年

纪念文章，分批推送，也欢迎与“家事法苑”有故
作者：段凤丽，家事法苑团队成员，北京天驰君泰律

事的朋友不吝赐稿。

师事务所合伙人。

家事无小事，未来继续同行。

本文系家事法苑团队原创文，如欲转推，请务必征得
作者及本公号同意。

站在“家事法苑”团队十周年回望来路，已然
与初创的“家事法苑”团队一路同行 9 年。参与、
见证了“家事法苑”团队无数个梦想落地的奇迹。
为年轻加盟者搭建了一个迅速成长的平台。终于可
以自豪地说，我实现了加入之初就暗暗立下的“跟
师父杨晓林律师一起努力让‘家事法苑’团队成为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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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域独树一帜存在”之 flag。

但走“婚姻家事”律师专业化道路却并非杨律

于我本人，
从一枚人到中年的全职妈妈半路出

师的自主选择，
本意是被动为解决初来北京生存问

道成为一名律师队伍的新兵，
机缘巧合选择并坚守

题的过渡。杨律师曾有三年兼职律师经验，但一直

在家事律师之路上，
在努力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拼

关注当时非常前沿的知识产权方向，
有一定的基础，

尽全力。星光不负赶路人，如今的我也早已超越了

也结识了很多该领域的知名律师。但为了解决十分

对自己职业预期的最大胆设想。

现实的生存和立足，
杨律师接受了过去的同事上海

一路走来，无数人问过我，迷茫时我也时有思

贾明军律师的建议，决定（暂时）放弃知识产权方

考，是什么让我选择和坚守在家事法专业领域，是

向，先拿婚姻家事案件暂时做个生存过渡、垫底，

什么让我选择和坚持与“家事法苑”团队在一起？

然后再重归知识产权方向。在此职业规划下，杨律

适逢团队及我本人在招聘律师助理，
在选择什么样

师决定从“0”接触的婚姻家事类案件入手。

的人适合我们团队时，再次思考这个问题。我想，

之前，跟多数人的认识一样，杨律师很不屑于

人因缘分走到一起，而长久在一起，是比缘分更重

做婚姻家事类案件。不仅因为收费低，而且还觉得

要的东西。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有必要了解一下，

婚姻家事类门槛低、简单。然而，深入婚姻家事实

“家事法苑”团队是一个怎样的律师团队。

务后，杨律师发现，婚姻家事法是严重被误解的领
域。我国婚姻家事法的立法、理论和实务都非常薄

一、
“家事法苑”律师团队是一个怎样的团队

弱，实践中同案异判现象非常突出，有必要在此领

1.这是一个由国内最早一批走家事律师专业

域深耕。因此，这个本想作为“过渡”的领域，竟

化道路者带领的律师团队

成为杨律师十八年的“坚守”。
初来北京“没有背景，
没有资源，
没有师傅带”，

作为“家事法苑”团队的带头人，杨晓林律师

杨晓林律师的婚姻家事专业化道路是真正意义上

从 2004 年起专注于婚姻继承法领域,是中国最早

的从 0 起步。现在每每回忆一人独自坚守的那些

涌现出的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家事继承法方向专业

至暗时刻，杨律师都非常动容，也对一路走来每个

律师之一。

人的帮助心怀感恩。后来他要求“家事法苑”团队

当然，
杨律师走上婚姻家事律师专业化道路也

的每位成员至少看一遍（鼓励多次看）电视剧《士

并非其入行的初衷。

兵突击》，尤其是许三多修路那一段。他说曾多次

2003 年，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难题，杨晓林

回看这一段，每次都因与亲身经历产生的强烈共鸣

律师从外地国家特大企业党校辞职来到北京。
进京

而泪流满面。
《肖生克的救赎》
《阿甘正传》也是杨

前，杨律师在国企已经从事了近 10 年法律教学工

律推荐我们的必看电影。

作。其间，他考取了律师执业资格证，并成为当地

人生至暗时刻的坚持，敢于舍弃地在专业化道

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

路上坚持，是“家事法苑”团队带头人一直秉持的

按照惯常思路，
初来北京的杨律师本打算继续

精神。

在高校当教师。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学校。于是，

这种精神奠定了“家事法苑”团队专业化道路

杨律师“咬牙”做了专职律师。

的基础。一切因坚持而与众不同。

经历了大学本科政教专业
“各个领域都涉猎但

前两天，一位应聘者问我，想知道我们“家事

都不精之苦闷”
，杨律师痛下决心，从事律师职业

法苑”团队是否真正走家事专业化道路，是否要将

决不能做个包打天下的“万金油”律师，一定要走

专业化道路践行到底。想了想，我回答他，我认识

专业化道路。

的人中，在“坚持”这件事上，我没有看到超过“杨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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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林律师”的。所以，我对“家事法苑”团队未来

“家事法苑”团队倡导的研究精神，源于团队

的专业化定位十分有信心。

带头人杨晓林律师党校执教经历。问题意识和探索

这种长期主义理念何尝不是“家事法苑”团队

精神，
使杨晓林律师在家事律师专业化道路探索之

吸引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初就坚持“个案推动婚姻法制进程”的道路。
“家事法苑”团队践行以个案推动中国婚姻法

2.这是一个站在婚姻家事立法、
理论和实务前

制进程的梦想、
致力于推动婚姻家事领域热难点问

沿的研究型团队

题的解决。
对涉及民生的基础性法律问题持续关注、

《
“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
，坚持

研究，如房改房的权属与分割、法定夫妻财产制、

搜集、制作 12 年，团队拥有最新婚姻家事法资讯

夫妻财产约定、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撤销婚姻制度、

优势。

夫妻债务及夫妻家事代理权、婚姻法与物权法、合
同法和公司法等法律关系衔接的理论和实务难题

秉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理念，
杨晓林律师

持续关注并致力于推动解决。团队成员撰写大量相

发挥在大学时期练就的搜集资讯方面的优势，于

关问题的文章，
在各种研讨会上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2008 年 2 月 15 日创刊《
“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

探讨。

律资讯简报》
，旨在搭建与律师同行、学者、法官、

可以说，也只有在“家事法苑”团队，对家事

公证员、媒体、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进行业务

法的研究精神才如此受到推崇，
研究能力才如此受

研讨、正当交往、信息共享的桥梁与平台，共同促

到器重！这也是家事法苑团队更欢迎、更适合“学

进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简报开设审判动态、典

院派”法科生的原因之一。

型案例、理论探讨、立法动态、社会新闻、海外新
闻、文件选登、律师视点等栏目，为法律共同体学

3.这是一个有情怀、有梦想，且敢于让梦想落

者、法官、律师同行等提供最新的婚姻家事继承法

地的团队

资讯。

俗话说，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但，有梦想且

当年我也是因“家事法苑”资讯简报与团队结

不断让梦想落地，就更了不起！

缘。如今，近水楼台先得月，团队成员有第一时间

杨晓林律师经常在我们耳边叨叨的一句话是

掌握、研究最新家事法立法、审判、理论动态的便

“有为才有位”
。

利。

促进家事律师行业领域的良性发展、
搭建法律
职业共同体阳光下交流的平台，
是教师出身的杨晓
林律师的夙愿。更可贵的，是让设想一一落地的魄
力。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沙龙，落地并坚持了
近 10 年
2011 年 4 月 23 日，主题为“台湾与内地家事
法之异同”的“家事法苑”家事法沙龙成功举办。
实现了杨晓林律师“蓄谋已久”的促进律师行业、
家事律师领域良性发展的的愿望。该沙龙一坚持就
是 10 年。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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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23 日，主题为“台湾与内地家事
法之异同”的“家事法苑”家事法沙龙在北京岳成

中国家事法实务论坛，成为婚姻家事领域法

律师事务所举办。

律职业共同体跨界交流的年度盛会，已举办 7 届

新冠疫情催生了“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沙龙
受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的线上小鹅通直播方式

和人民法院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法官与学者对话论
坛”的启发，杨晓林律师萌生了“为律师在法律职
业共同体中争得一个说话的机会”的想法。
说干就干！2012 年 8 月，杨晓林与贾明军律
师共同在北京发起、举办了全国性的学者、法官、
律师不同视野下的家事诉讼程序及立法完善研讨
会。这是家事诉讼程序立法第一次专门性的研讨活
动。来自高校专门研究家事诉讼程序及婚姻家庭法
学的学者、法官、律师、妇联、公益人士及媒体等
的近 70 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活动。
由律师牵头来搭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跨界交流
的平台，更是难上加难！亲眼见证论坛筹备过程中，
每邀请到一个其他界别的嘉宾参会，尤其是学者、
法官，杨晓林律师都会欣喜若狂。
我经常跟杨律开玩笑说：
一名普通的一线诉讼
律师，
却想要搭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跨界交流的平台，
对此，我是大写的“服”
。
万事开头难，2014 年 6 月，秉承法律职业共
同体跨界阳光下研讨交流的理念，在中国法学会婚
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夏吟兰、
龙翼飞等前辈的亲切关怀下，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
论坛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后来，又有了中
国法学院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的家事诉讼程序
理论与实务论坛、律师婚姻家事发行业发展论坛，
“两天三会”，初步搭建、形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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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别共同研讨交流的平台和良好氛围，
对婚姻家
事审判实务中问题的研究及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推
动作用。

律师婚姻家事法行业发展论坛落地，已成功
举办三届

第三届律师婚姻家事法行业发展论坛、家事
诉讼程序理论与实务论坛落地，已成功举办三届
第一届中国家事法实务论坛会场

第三届家事诉讼程序理论与实务论坛嘉宾合影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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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青年学术沙龙，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
创办，已成功举办两届。

家事法青年学术沙龙，
创办目的是为青年学者
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吸引更多的青年学者
关注、研究“婚姻家事法”
，从而振兴家事法。

第二届家事法青年学术沙龙由中国法学会婚
姻家庭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家事法青年学
术创新团队、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联合主办，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承办。
家事法讲坛（网络）落地，已成功举办八期
2020 年 5 月 7 日，
“家事法讲坛（网络）
”第
一期成功举办。
家事法讲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婚姻家庭法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共同牵头，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协
办，邀请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
角、多方向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立法完善
以及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建
言献策，
旨在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
实务届的交流。
“家事法讲坛（网络）
”目前已成功
举办八期。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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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实务交流群、涉外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搭建了
法律职业共同体专业领域内学术、实务阳光下日常
交流的平台。
有梦想且不止步于梦想，
而是敢于让梦想落地，
是“家事法苑”团队人与众不同之处。
4.这是一个由有趣的灵魂带领的有趣有爱的
团队
我们爱电影、爱音乐
我们不仅是一群擅长解决家事争议的律师，还
是一群喜欢电影、喜欢音乐的文艺“青年”。在老
司机杨晓林律师的引领下，
“家事法苑”建立了电
影•音乐兴趣微信群，即时分享精选的电影、音乐
资讯。目前已壮大为三个群，聚集了一千多名电影
音乐爱好者。
搭建并维护日常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交流平台
开设“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微信群，
实现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家事法资讯的即时分享和
家事法领域专业问题的深入交流
2011 年 3 月 21 日，
“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注册成立，由最初的 100 人群、200 人群、
500 人群、1000 人群到 2000 人群。
“家事法苑”家
事法主题 QQ 群 2000 人群，目前有两个，承载着
“家事法苑”
团队即时分享国内外最新家事法资讯
及实现群友即时在线交流的功能。

随着互联网不断迭代，
“家事法苑”团队又陆
续建立了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论坛微信群主群和
分群共 3 个、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交流微信群
500 人群 A、B、C、D、E、F、G、H、I 群、继承法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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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余，
“家事法苑”团队独立或与相关单
位合作举办电影原声音乐高清视听鉴赏沙龙”
，原
汁原味，
“视觉与听觉的饕餮盛宴；因一部电影，
爱上一首音乐；因一首音乐，爱上一部电影”
，为
我们自己、
为热爱电影及音乐的朋友奉上一份大礼。
工作之余，团队小伙伴们集体去剧场观影、观
剧是不可缺少的日常。疫情之前，每年团队组织的
集体观影不少于 10 场。
菲律宾长滩岛冲浪（乘香蕉船）

皇家加勒比游轮上漫步

一起拼，一起看世界
为了让大家在紧张工作之余得到放松，
正常情

马来西亚民丹岛红树林里畅游

况下，
团队每年都会组织年中和年终两次集体出游。

新加坡之行，王彦玮律师及同事带领我们参观
STATE COURTS

一起爬黄山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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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由行

沙巴自由行

流连忘返贝加尔湖畔
沙巴行，中途爬山“光荣”崴脚的我，被小伙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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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们悉心照顾

二、在家事专业化道路上与团队共同成长

一起过生日

站在团队十周年，我十分庆幸当初选择了笃定
走“专业化道路”的“家事法苑”团队。
关于家事律师专业化道路的选择和坚守，
我在
《一名年轻家事律师的执业三周年小结》
《一名家
事律师的专业化道路五周年小结》两篇文章中均有
涉及。
家事专业化道路起航
2010 年 1 月 1 日，杨晓林律师正式组建“家
事法苑”团队。

不知不觉，我在“家事法苑”团队已经过了 10

因“家事法苑”团队重组，2011 年元旦，我机

个生日。放几张照片纪念一下。

缘巧合正式加入初创、年轻的团队，开启与团队同
行的家事律师专业化之旅。
2011 年元月，2010 年农历春节前那个寒冷的
周末，
穿着厚厚羽绒服跟师父杨晓林律师在岳成所
突击整理团队年终答谢材料。是的，那是我律师生
涯的起点。
那个当下，未来是什么，我能成为一个什么样
的律师，心中并无定数，甚至是茫然的。但之前跟
随杨晓林律师实习的经历，
已使我对杨晓林律师坚
持的分享精神和推崇的研究精神深为认同。一个律
师数年如一日坚持搜集、整理、分享一个行业领域
内资讯的“长期主义精神”让我极为震撼。这又让
喜欢挑战的我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探索的热情。
“坚持你相信的事，相信你坚持的事”应该是当时
心态的真实写照。那个场景和心境始终定格在脑海
里。也因此，三元桥天元港中心，作为我律师生涯
的起点始终是十分特别的存在而被铭记，
是我如今
这就是“家事法苑”团队。在杨晓林律师带领

每次经过都会致敬的地方。

下，坚持专业化道路，坚持研究探索精神，坚持促

可以说，我并非选定了婚姻家事专业然后按图

进行业领域发展。在逐梦之路上，每个人都很拼，

索骥找到专业婚姻家事律师团队。相反，我一个大

但每个人都很有爱。大家坚信：一个人走得快，一

学工科、硕士刑法专业的前药剂师
（第一份职业）
，

群人走得远。而这些特质恰恰是我最为珍视的。所

成为一个婚姻家事律师，颇有些误打误撞的成分。

以，也是我选择并坚持与“家事法苑”团队长久在

所幸，加入“家事法苑”团队 9 年，让我依然保持

一起的原因。

做律师的初心和最初的热忱。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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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立身
经常有同行、亲友甚至是客户问我：整天面对
这些家长里短、鸡零狗碎，会不会怀疑人生？正如
新近上映的美国电影《婚姻的故事》中那句很流行
的台词，
“刑事律师会看到坏人最好的一面，离婚
律师会看到好人最坏的一面”
。团队小伙伴们也常
常吐槽，家事案件的琐碎、狗血程度，没有“最”
，
只有“更”
。也因此，我们在对外招聘助理时会开
诚布公地提醒应聘者：
婚姻家事业务有其本身的繁

2011 年，在杨晓林律师带领下第一次参加在

琐性，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爱心，请应聘者慎重

厦门举办的“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年

考虑自己是否真正对婚姻家庭法感兴趣，
唯此才可

会（参观土屋）

能有坚持和坚守的前提！
家事案件虽然琐碎，但当我们“穷尽事实、穷
尽法律、
穷尽解决方法”
为当事人争得圆满的结果，
真正担起陷入困境的当事人的“摆渡人”
，我们由
衷地感到，
我们办理的不是案件，
而是他人的人生。
在团队模式下，
我除了积极参与团队的各个活
动外，
在专业化道路上主要走的通过大量写作不断
深耕家事法专业问题的模式。
我笃信：
“任何事情:
没有坚持 3 个月以上，就没有发言权!

2012 年，杨晓林律师带领团队小伙伴参加在

没有坚持 3 年以上，就不能说自己懂!

大连举办的“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年

没有坚持 7 年以上，就不可能是专家!

会

没有坚持 10 年以上，
就不会拥有权威!没有坚
持一辈子，就不可能有所成就!
所以:
选择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每天重复做，能坚
持下来的人，定会成为某一领域的领航者!
“成功没有捷径，坚持到底才能成功！
”
在杨晓林律师的引荐下，融入中国法学会婚
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学习、掌握最新的理论动态
从 2011 年加入团队，秉承以文与会理念，我
参加了每年度共计 10 次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

2019 年，团队小伙伴参加在福州举办的“中

研究会年会。

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年会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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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约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撤销婚姻制度、夫妻
债务及夫妻家事代理权、婚姻法与物权法、合同法
和公司法等法律关系衔接的理论和实务难题持续
关注并致力于推动解决。
尤其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颁布后，针
对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
结合代理案件撰写多篇实
务文章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并卓有成效。
如杨晓林
律师和我代理的两个典型案例被收入
《人民法院案
2020 年，团队小伙伴参加在上海华东政法大

例选》
。

学举办的“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年会

第一则，涉及婚姻家事领域物权变动最具普遍

担任《
“家事法苑”婚姻家庭资讯简报》执行

性难题的“师某某诉陈某离婚纠纷案--夫妻约定共
有房产归一方所有，
无须物权转移登记及产生法律

主编，奠定了专业能力的基础

效力”
被收入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
“家事法苑”婚姻家庭资讯简报》电子刊作

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2015 年第 4 辑，裁判

为最基础的家事法律资讯分享载体，
对我们团队来

要旨：夫妻双方通过签署《婚内协议书》将婚后共

说非常重要。自 2011 年 1 月 1 日，正式加入“家

同财产约定为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属于“夫妻共

事法苑”团队成为一名家事律师，兑现承诺并担任

同财产约定”，不属于一方将个人房产给予另一方

简报执行主编，9 年来参与资讯简报的搜集、整理

的赠与行为。即使没有办理物权转移登记，亦不影

和分享。在知识的管理和输出中，对自己专业能力

响一方依据协议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裁判要旨成

的培养和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解决同类案件同案异判重要参考。

可以说我是用看似最笨的办法走了捷径。

第二则，杨晓林律师和我共同代理的“李 X2
（男）诉李 X1（女）离婚纠纷案--父母为子女出
资购房所给付的首付款性质及恶意转移财产的认
定”案例被收入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所编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2017 年第 7 辑。裁
判要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父母为子女出资
购买房屋所给付的首付款的性质，一方主张系夫妻
共同借款，一方主张系父母对于自己一方的赠与，
在双方均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时，应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
将该出资认定为父母对
夫妻双方的赠与。该案例在由全国妇联权益部、全

在践行以个案推动婚姻法制进程中提升专业能力

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中国女法官协会等联合举
办的“第二届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优秀案例

对涉及民生的基础性法律问题持续关注、
研究，

评选”活动中入围优秀案例并出版。

如房改房的权属与分割、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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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定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完善——兼论《婚姻法》
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的废止》
13.《一人公司股权离婚分割实务探析》
14.《婚前股权婚后增值离婚分割实务探析》
通过代理案件，撰写相关实务探讨性文章，一
方面发出一线律师来自实务界的声音，有助于相关
问题的公平解决，另一方面也使自己在相关问题上
拥有发言权，为游刃有余驾驭各类疑难案件打下深
厚的基础。
三、我与团队多年的努力获得行业组织
我们始终认为，通过个案推动婚姻法制进程，

及社会肯定并赋予更多的社会责任

一线律师应当有为且大有可为。

在“家事法苑”团队的平台上，我的努力不断

9 年来，我撰写数百篇普法媒体稿件及大量实

获得肯定，获得无尚的职业尊荣感。

务文章。有代表性的实务文章包括：

我本人被赋予的行业身份及社会兼职：

1.《婚姻财产协议中共同遗嘱条款的效力》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

2.《对法定继承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之质疑

副秘书长；

——评《婚姻法》第 17 条第 4 项及《婚姻法》司

北京市律师协会教育与未成年人法律专业委

法解释（三）第 15 条》

员会副主任；

3.《老年人再婚“房改房”的离婚分割实务问

北京市法学会妇女法学研究会理事；

题探析》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员；

4.《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社会反响论

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员；

我国夫妻离婚后扶养制度的完善》
，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校外导师。

5.《婚后购房父母出资房屋产权归属及离婚分

我本人被授予的荣誉包括：

割》
6.《论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赠与——兼评《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7.《以结婚为目的
婚前按揭贷款购房的产权认定及离婚分割》
8.《子女婚内与父母间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
9.《享用死亡配偶工龄优惠所购“房改房”的
权属探析》
10.《夫妻忠诚协议效力之实务探析—以协议
性质为重心》
11.《再论享用已故配偶工龄优惠所购“房改
房”的权属—写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发布之后》

被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北京市总工会授予

12.《从一则婚后购置房产的离婚分割案看我

家事法苑

2018 年度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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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律师，从处理好每一个家事案件做起，成为增进
社会福祉的坚定力量。
家事律师这条路不好走！
这是一个需要衔接过
去、当下与未来；融合社会、伦理与法律；兼具善
良、经验与理性的职业群体。是最富有挑战性的职
业，要求超强的综合素质：
第一，既要有法治思维，没有严格的法治思
维，法律关系分析不清楚；
第二，又要有人文情怀，没有悲天悯人的人
文情怀，价值判断就会失去方向；

被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授予“2015-2018 年

第三，还要有社会阅历，没有丰富的社会阅

度北京市朝阳区优秀律师”称号

历，就不能做到人情练达，举重若轻，审慎稳妥。
所以，
关于为什么我能与一个家事律师团队同
行 9 年，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是理念和价值观的同
频，是一群人的惺惺相惜。
“家事法苑”团队十年，证明了专业的力量、
团队的力量和坚持的力量！
站在团队成立十年的新起点，初心不改！祝福
并相信我们的团队一定会在独一无二的路上越走
越远。

被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评为 2019 年度优

下一个十年，仍然相信并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秀合伙人

时间就是一切。
另外我还想对自己说：

“家事法苑”团队成立 10 周年之际，回望过
去，9 年与团队同行的路，在外人看来几近疯狂和
不可思议。但对于我自己，这就是一旦作出了选择
的必然状态：倾情付出，收获成长和快乐！
今天的我感谢昨天的奋斗！
新冠疫情不可思议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使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和沉淀。
常常会想起台湾邓学仁教授所说：
“家事处理
不好就变成少事，然后是刑事，最后是丧事。
”孩
子们的未来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未来。
作为一名家

2021，坚定初心，再出发！ ——写在“家事法苑”团队十周年
原创：2021-02-11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Vs0C_4sVZgmIzYVoFCYT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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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现实的戏剧性

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实务界

令任何大片都显得苍白。
而你我皆是被裹挟其中的

人士参加了沙龙研讨，取得良好效果。

主角。在未来从未如此的未知中，
“家事法苑”团

“家事法讲坛”由愿景变为现实。5 月 7 日，

队又稳步走过了一年。

为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交流，促

回首这极为特殊的一年，仍然是满怀的感动、

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多

感恩和感谢。

方向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继承编立法完善以及家

2020 年，是“家事法苑”团队创建第 10 周年，

事审判改革及家事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建言献，团

是团队带头人杨晓林律师坚守婚姻家事律师专业

队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所、
民商

化道路的第十七个年头，
十七年如一日在家事争议

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创办论坛。迄今已

解决领域深耕……团队全体共克时艰，
全年办理婚

举办八期，
《家事审判的中国模式》、《中国家事审

姻、继承及家事相关案件共计 189 件。案件类型继

判方式试点改革评价及未来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之

续呈多样化趋势，涉及特殊身份类型、新型财产的

立法展望》
《
、涉外婚姻不动产争议法律适用的司法

婚姻家事案件增多。团队全年业绩稳中有升。

裁判：逻辑展开与边界划分》等，线上观看人次达

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
但没

一万七千多人，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有阻止我们推动中国婚姻法制进程的决心和脚步。

这一年，“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网络沙龙共

在既往传统线下研讨活动更新为线下与线上相结

举办 16 期，主题如《婚姻登记实务相关法律问题

合模式同时，催生包括“家事法讲坛（网络）
”等

解读》
《婚姻家事与不动产登记实务》
《意定监护公

更多研讨活动的开展：

证实务》
《涉家庭暴力案件代理实践分享》
《民法典

8 月 29—30 日，婚姻家事法领域的年度“两

中的遗产管理人制度》《离婚案件涉公司股权分割

天三会”
（即第七届中国婚姻家事法实务论坛、第

律师实务》
《如何掌握家事调解的要诀》等。

三届家事诉讼程序理论与实务论坛、
家事纠纷涉公

这一年，团队继续践行以个案推动中国婚姻法

司股权疑难问题研讨会暨律师家事法行业论坛）盛

制进程的梦想、
致力于推动婚姻家事领域热难点问

典，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召开。团队所在北京天驰

题的解决。在民法典立法背景下，持续对法定夫妻

君泰律师事务所与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
中国法

财产制、夫妻财产约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撤销

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婚姻制度、夫妻债务及夫妻家事代理权、婚姻法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婚姻家庭

物权法、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法律关系衔接的理论和

法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法学会妇女法学研究会等通

实务难题持续关注并致力于推动解决。

力合作，
采取线下主会场与腾讯会议相结合的新型

这一年，团队各成员在紧张业务之余，从律师

模式，确保了论坛圆满成功。

实务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建议、家事审判

11 月 7 日，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改革推动及其他实务研究活动，
撰写婚姻家事法律

会、西北政法大学家事法青年学术创新团队、西北

实务论文，
参与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年

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联合主办，
团队代表律所承办

会、第二届国际私法案例研究论坛暨中国国际私法

的第二届家事法青年学术沙龙顺利举办。沙龙以

学会案例专题研究委员会 2020 年会、第九届海峡

“民法典时代的家事法·
解释论视角下的婚姻家庭

两岸婚姻家庭论坛、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和丰台

编”为主题，采用“主旨报告+评议”的模式，采

区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

用“线下+线上”研讨模式。来自中国政法大学、

律适用研讨会，
积极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广泛深入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流。团队成员陈贝贝撰写的题为《离婚救济制度的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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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文被收入《家事法研究》2020 年卷。

家事无小事，婚姻家庭无小案！搭建法律职业

《民法典》颁布后，团队成员积极投入普法工

共同体阳光下交流的平台及通过个案
“推进中国婚

作中。
《中国妇女报》
“权益热线”专栏与朝阳区律

姻法制进程”，是“家事法苑”人不变的初心和梦

师协会民事业务研究会家事部合作开设“民法典

想。

100 问”专栏，付鹏博律师牵头，团队多位律师参

每个人都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站在新的起点，

与，总字数约 7 万字左右。杨晓林律师多次参加线

在更大的不确定性中，让我们一起努力，再出发！

上、线下普法宣传，如与北京大学马忆南教授百度

“家事法苑”家事律师团队全体敬上

线上对话“离婚自由与离婚冷静期”
，段凤丽律师

杨晓林、段凤丽、邓雯芬、付鹏博、刘海

为《中国妇女》杂志法律帮助栏目录制民法典普法

娜、李凯文、张海燕、陈贝贝、郑莉萍

视频、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立法建议及统稿工

2021 年 1 月 10 日

作。团队成员接受《妇女研究》
《中国青年报》
《法
治日报》
《新京报》
《财新》
《检察日报》
《中国妇女

2021 新年寄语

报》
《民主与法制》
《民主与法制时报》
《中国新闻
周刊》等二十多家媒体约稿及采访，就婚姻家庭继
承等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付鹏博律师表现尤为突出，
他参与全国律师协
会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民法典实务评注》婚姻家
庭编撰写工作，总字数 15 万余字，参与全国律师
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
“新冠状肺炎疫情对婚
姻家庭关系的影响及应对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的
撰写工作，参与 16 件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与研究
中心交办的信访化解案件评议工作，
参与北京市妇
女联合会
“婚姻类、
继承类”
解答宣传册修订工作，
受北京市民政局之邀为“2020 年度京津冀婚姻登

杨晓林律师

记工作培训”工作做“婚姻家事矛盾纠纷调解”辅
导讲座，还在律所、同人法律、无讼等平台做了《婚

2021 年将是我个人婚姻家事律师专业化道路

姻家事律师应当情理法并重》
《婚姻办理婚姻家事
、

探索的第 18 个年头，
“家事法苑”团队创建的第 11

案件——调解技能》
《
、律师办理继承诉讼案件实务

个年头。

技能》等专题分享。此外，付律师还就《民法典》

2021 年 2 月 15 日将是“家事法苑”婚姻家事

中的夫妻债务等热点难点问题接受中央电视台新

法律资讯简报电子刊创办的 13 周年。

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北京电视台、正义网等新闻
一路走来，感恩各界朋友的信任、支持。
“家

媒体的采访，
到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做了三期国

事法苑”团队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婚姻家庭法

庆特别节目等。

制建设添砖加瓦。

2021 年 1 月 1 日，
《民法典》正式实施。作为
保障和规范公民基本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法，

感谢团队伙伴们，大家继续一路同行，
一起拼，

《民法典》的实施，意义深远。赋予每一个寄情中

一起看世界。

国婚姻法制进程的法律人更多的使命。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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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需要倾听；家的幸福需要我们用心去创造、去
呵护。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为幸福家庭
提供有力保障。2021 年，唯有不忘初心，才能更好
的平衡工作与家庭！

段凤丽律师
“家事法苑”
团队十年，
一起见证专业的力量、
团队的力量和坚持的力量。
感恩一路上各位亲朋好友的支持、
鼓励和同行！
站在团队十周年的新起点，初心不改，梦想不
变！
下一个十年，仍然坚信：做正确的事情，时间
就是一切。

刘海娜律师
流光已逝，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挥挥手，与
旧时光做个温柔的告别，记住该记住的，忘掉该忘
掉的。新的一年无论风雨还是晴天，以微笑面对，
尽自己所能做尘世间最好的自己。

付鹏博律师
往事难追，时不我待。在逐梦前行的奔波中，
2020 年悄然远去，2021 年已然来临。家是港湾，
邓雯芬律师

是逐梦的起点，也是逐梦的终极目标。亲情需要陪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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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扉页已经打开，
愿凛冬散尽，
星河长明，

李凯文律师

诸君平安顺遂、家庭幸福、万事胜意！

诗人哈尼尔·龙曾写到：
“我们心底所有美好
的感情都凝结在我们对家人的爱里，
这份爱留住属
于我们的安定，
因为也正是这份爱衡量着我们内心
的忠诚。”新的一年，祝各位家和万事兴，愿我们
家家无讼。

陈贝贝
郑莉萍

“成长”和“感谢”是 2020 的主题词。这一

新年新气象，祝愿各位牛年大吉、身体健康、

年，我是一名实习律师，在段律师的手把手教学、

事业顺遂，所期皆所遇，付出皆有所获！

杨律师的宏观指导、团队小伙伴的关爱下，我感受
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案件，
体会着每个案件的喜怒
哀乐，我开始渐渐懂得一些知识，也开始渐渐发现
自己的问题。
我必须将我最衷心的感谢献给杨律师、
段律师以及团队的每个小伙伴。
因为有爱，所以我们必会携手走向更远方！家
事法苑团队十周年快乐！

张海燕
祝朋友们在 2021 新年里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快乐相随！一切皆牛！祝“家事法苑”团队牛年再
创佳绩、芝麻开花节节高！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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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飞，飞得更远 ——记我和家事法苑团队的不解之缘
| 李琳 | 家事法苑团队十周年
原创：2021-02-16 家事法苑

李琳

https://mp.weixin.qq.com/s/pqeWFB4P5JSbYEUMYUj0YQ

获，反而觉得更迷茫了。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QQ、

作者：李琳，黑龙江启明律师事务所主任。

微信都成为了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于是我决定

一、初遇家事团队，提升能力的开始。

通过这些交流手段，
来寻找能够拓展自己思维空间

我在我们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是第一位女

的方式。但参加了几个不专业的 QQ 群，发现他们

律师，也是 2000 年中国律师改制全面推向市场的

讨论问题的观点还没有我精准，
有一个群我发言几

专职律师。算来从业近三十年，但因为本人不是科

次就被踢出来了，另外几个群我发现一无所获也就

班出身，所以虽然随着执业经历的增长，办案水平

默默退出了。

虽然有所提升，
但办理案件的专业能力却一直得不

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网友转载的文章很有可

到提高，
执业过程中遇到一些新问题真的是求师无

读价值，文章末尾标注“家事法苑”
，就抱着试一

门的感觉。

试的心态加入了，刚进群就因为昵称不准确，被身
为管理员的王志锋律师提出要按群规修改昵称。在
群里呆了几天又发现，这个群不仅管理群秩序严谨，
所转载的文章也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颇具权威性，
对于我这个县级律师来讲真是如鱼得水的感觉。我
忽然有了一种终于找到组织的归属感。通过学习交
流，我又加入了杨晓林律师组织的微信群，而且荣
幸地被选为微信群管理员。

刚开始入群，我总是想遇到问题直接咨询得到
因常收到信件邀请函，
我也曾参加过一些在风

方法，而不想动脑筋探讨，王律师就会提醒我，你

景如画的旅游地举办的专题培训班，
可能是因为没

先把问题提出来，你是什么观点也要写出来，大家

有找到切入点吧，
每次学习结束后不仅感到没有收
家事法苑

一起讨论。慢慢地，我学会了怎样深入思考法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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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不是简单地只解决问题。杨律师设定的群规

2016 年我办理了一个在当地影响很大的继承

很严格，
但也真的让大家在家事审判领域得到了提

案件涉及打印遗嘱的效力问题，
得益于团队给我提

高，在这里，我们不仅能掌握最新的国内外家事领

供了最高院给北京高院的答复，
我为当事人赢得了

域新动态，
而且还能吸收到一些权威机构比如最高

最大利益。自此之后，我办理的比如农村土地承包

人民法院法官对一些典型案例的观点。

经营权转让后征收款的归属等案件，
都是当地法院

出于信任，杨律师将审查、推送徐文丽律师的

没有遇到过的法律问题，
有了团队推送的最高院案

公众号“丽姐说法”案例的工作交给了我。这个工

例和倾向性意见，每个案件都迎刃而解。用婚内财

作让我学习了很多案例，
也被徐律师刻苦耐劳的精

产约定为遭受家暴的女当事人争取财产利益，
也是

神所感动，她认真执着的工作态度，给了我一直坚

加入家事法苑团队后办理的。这些案件的成功办理，

持下去的勇气。

不仅提高了我的知名度和收入，
同时也赢得了当地
政府、法院、妇联等部门的信赖和认可。对于我来
讲，这才是一名律师最大的收获。

参加杨律师团队承办的中国婚姻家事法论坛，
让我见到了许多以前在电视、
报纸文章里见到的法

二、一起飞，飞得更远。

律界大咖，也被他们的专业精神深深吸引和感动，

朱熹的诗句道：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最大的收获是我也汲取了最先进的婚姻家事审判

活水来。”最能表达我此刻对杨律师的感激之情。

观点，感觉收获满满。和家事法苑团队的小伙伴们

杨律师与我以往认识的名律师最大的不同之

接触，也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深深感动。每参加一

处，就是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在群里，杨律师曾发

次论坛活动，我都是被鼓舞一次，浑身充满了向上

过一个动漫作品，一只大雁独自飞飞得很高，但一

的正能量！

群大雁发挥团结协作的精神飞得更远。杨律师不仅
这样提倡团队精神，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提
倡资源共享，毫不保留地培养年轻律师··
···他的
做法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在带领我的律所发展时我
也注重团队模式建立，培养大家的团队精神，使我
们的律所不再是各忙各的小作坊式作风，
而是互帮
共进的真正团队。在杨律师学到的新知识，我也毫
不保留的传授给他们，使我们所的律师感受到了集
体的温暖，办案能力和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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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做成专业案件。我想，这就是杨律师团队对中
国的县级律师提升专业水平所做出的贡献吧！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刚当律师之初参加省律协
的培训，一位资深律师曾经讲过，刚开始做律师这
个工作是一种谋生手段，
什么时候你把做律师作为
事业在做时，你就是一位真正的律师了。如今，我
感觉我做到了，
衷心感谢以杨晓林律师为首的家事
法苑团队！未来的路上我们一起飞，飞得更远！

我们黑龙江省律师协会成立婚姻家庭法专业
委员会，在李亚兰会长的认可下，我荣幸地被选任
为副主任。由于婚姻家庭案件做得专业，为维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光荣地被评
为省三八红旗手标兵、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些都是在参加杨晓
林律师家事法苑团队后取得的荣誉。
黑龙江启明律师事务所

通过在杨律师团队的学习，
我也掌握了很多关

李

于办理婚姻家庭案件的专业技能。如今的我，虽然

琳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不能像杨律师、
段律师那样做一名专业的家事律师，
但我可以把我办理的婚姻家庭案件做得很专业，把

全职太太离婚应获得多少家务劳动补偿才合理？
原创：2021-02-23 南粤家事

游植龙

https://mp.weixin.qq.com/s/NP_dS0aTkfNNmeLy86lSHA

作者：游植龙，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一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

级律师，广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

广东省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
当予以补偿。”根据该规定，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

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也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

只有在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

产归各自所有”
的前提下才可以要求离婚经济补偿，

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

而在实践中，夫妻作出分别财产制约定的极为稀少，

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

因而夫妻一方能够获得离婚经济补偿的也极为稀

原《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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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 2017 年 7 月 25 日《法制日报》记者采

员，年薪均为 20 万元。结婚后，妻子即辞职当全

访时，对于婚姻法中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明确提

职太太，做家务，养儿育女，照顾丈夫和老人。五

出：
“删除家庭劳务付出经济补偿中只限于实行分

年后，丈夫提出离婚，此时丈夫已晋升为公司总经

别财产制的规定，
充分考虑家务劳动一方的付出与

理，年薪 100 万元。虽然，在这五年期间丈夫所得

对方据此获得的收益比、一方人力资本减值(人力

收入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平均分割。但是，离

资本减损、
缺乏就业竞争力、
获取高收入能力降低)

婚后，丈夫年薪 100 万元，而妻子却因为是全职太

和对方增值的比例、双方婚后的收入对比、离婚后

太处于失业状态，又因与社会有一段时间的脱节，

生活水平降低等因素，确定合理、恰当的经济补偿

再找工作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此时，两者之间的职

的资金金额和方式，
促使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趋向实

业地位和收入水平相差极大，极不平衡。如果当初，

质正义。
”

妻子不辞职，也许现在也是公司总经理，年入百万

如今，
《民法典》删除了原婚姻法中离婚经济

元，而如今却失业无依。所以，离婚时，丈夫要不

补偿需要夫妻作出分别财产制约定的前置条件，即

要对妻子给予较高的经济补偿？显然是必要的。否

无论是夫妻财产分别制，还是法定财产共有制，离

则，就极不公平。

婚时夫妻一方只要符合
“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离婚经济补偿，由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条件的，都可以

于有些法官的理解和观念问题，
存在着家务劳动经

要求另一方给予经济补偿，
扩大了离婚经济补偿的

济补偿数额不高的情况，
无法体现付出家务劳动一

适用范围，让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更加科学和完善。

方的贡献。根据笔者接触和了解的情况，民法典实

离婚经济补偿的规定实质上是对家务劳动价

施后，情况也不容乐观。

值的认可，
使经济地位较弱而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

笔者之前办理接触过不少此类离婚案件，
比如：

一方在离婚时享有经济上的补偿。而在实践中，因

女方嫁给所谓“富二代”，
辞去工作成为住家太太，

性别分工、传统观念的影响，抚育子女、照料老年

生育子女，过着富裕的生活，后来发现男方出轨而

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绝大多数是

提出离婚，
但却发现原来丈夫家族资产都属于公公

女性，因而，民法典扩大了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

婆婆，婚姻期间夫妻双方没有多少共同财产；或者

围，实际上就是加大了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女方嫁到农村夫家，与公公婆婆等一起居住，干农

在离婚时，
虽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

活、养儿育女、照顾老人，后来因故离婚。诸如此

同财产可以进行分割，
但为家庭和家务付出较多义

类，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多，即使男方婚前财

务和作出更多贡献的一方因将其心血大多数倾注

产不少，而法院判决的经济补偿数额不高，就无法

于经营家庭，
其职业发展和其他方面受到了较大牵

体现女方的家务劳动以及为照顾子女、老人而导致

制，可能导致其没有谋生能力或谋生能力较低；而

谋生能力下降所作出的贡献。

配偶另一方则基于对方的贡献获取利益，
如学业进

为了更加公平、
公正并体现对家务劳动价值的

步、事业发展、地位提升、收入水平较高等；前者

认可，应当大大提高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数额。可以

与后者之间的学业、事业发展、职业收入等可能存

参考香港地区赡养费
（即分居或者离婚后的某段特

在不平衡。因而，应当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在离

定期间内，
婚姻中的另一方的生活无法维持过往水

婚时，
对为家庭和家务付出较多义务和作出更多贡

平时，婚姻一方应支付赡养费）以及应给予看护者

献的一方给予一定经济补偿是非常合理的，
也是公

津贴（也即携带小孩的一方为了照顾小孩而失业时，

平的。

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人应给予失业补助津贴）的规定

举个例子：一对夫妻，都是某公司中层管理人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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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双方年龄、健康状况、婚前及

方难以维权。

离婚后可能的生活水平、就业能力，充分考虑家务

2010 年实施的《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

劳动一方的付出与对方据此获得的收益比、
一方人

第二十三条规定明确了夫妻双方有权互查登记在

力资本减值和对方增值的比例、
双方婚后的收入对

对方名下的公司股权、不动产、车辆等财产状况，

比、离婚后生活程度降低等因素，确定合理、恰当

首次在我国地方立法中创立了夫妻财产知情权制

的经济补偿的资金金额和方式，
促使离婚经济补偿

度，赋予夫妻有权互查对方财产情况，顺应了夫妻

制度趋向实质正义。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日后出

财产多样化、复杂化的知情要求以及经济发展的潮

台有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的解释时，
应对离婚经

流。该规定在实施过程中，维权效果和社会效果非

济补偿规定合理的考虑因素以及对经济补偿的数

常好，受到一致好评。因而，应吸收广东家事地方

额、方式规定科学的标准。

立法的有益经验，将之上升为国家法律，确立夫妻

同时，现实中还存在着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夫

财产知情权制度，赋予夫妻有权互查对方财产，为

妻共同财产的现象，
这对于在家劳务的全职太太而

其维权提供有效的法律武器，可以及时发现隐瞒、

言，受害更大。而由于我国没有规定夫妻财产知情

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有利于扬善惩恶，倡导诚

权，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夫妻一方无法查询到

实信用的社会风气，实现正确的价值导向，有利于

登记在对方名下的不动产、股权、车辆，更无法查

体现婚姻家庭法的弱者保护尤其是对全职太太的

询对方名下银行存款等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受害

保护功能。

关于遗产管理人选任的三个问题
原创：2021-02-24 邦信阳中建中汇

高兴

https://mp.weixin.qq.com/s/47d8rN6YSZzcty_ThQizzw

1 部分遗产的遗嘱执行人能否担任遗产管理人？

民法典新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和每个人
密切相关。根据民法典第 1145 条规定，只要有

根据我国原继承法第 16 条规定，公民可以在

继承发生，就会有遗产管理人制度的适用。遗产

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
但遗嘱执行人在遗产处置

管理人通过以下方式产生：

过程中是何地位、有哪些权利义务、如何履职等问

（1）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的，以遗嘱执

题，法律缺乏进一步具体规定。在实务中，该角色

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基本上空置。民法典保留了遗嘱执行人，又新增了

（2）遗嘱中未指定的，由继承人推选；

遗产管理人。如果被继承人在遗嘱中指定了遗嘱执

（3）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

行人，被继承人死亡后，被指定的遗嘱执行人自动

（4）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

成为遗产管理人；如果被继承人未指定，则通过其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

他方式产生遗产管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指定遗

员会担任；

嘱执行人作为产生遗产管理人的方式之一存在，被

（5）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法院

纳入遗产管理人制度。

指定。

之所以在有遗嘱执行人的情况下由遗嘱执行

总之，遗产管理人不能缺位。

人担任遗产管理人，
一方面是因为被继承人对遗嘱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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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人的信任，
由遗嘱执行人管理遗产更符合被继

人作为遗产管理人，
另行委托他人处理遗产管理事

承人意愿，
另一方面遗嘱执行人执行遗嘱本来就需

务，对外的责任主体仍然是继承人，而不能是继承

要处理遗产，由其担任遗产管理人也更为便利。

人委托的人，该律所只能是遗产管理人委托的代理

假如被继承人仅指定某人担任部分遗产的执

人。律师事务所要想成为遗产管理人，唯一的途径

行人，
他能否成为全部遗产的管理人？本文认为不

是在遗嘱中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可以，理由是：

（3）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编写的民法典
《释义》

（1）令该执行人管理全部遗产未必符合被继

[2]、最高人民法院编写的民法典《理解与适用》

承人的意愿。

[3]都认为，推选的遗产管理人应为继承人，而不

（2）对于遗嘱指定之外的遗产，该执行人并

能是继承人以外的人。

不存在处理上的便利。

3 对“无人承认继承”情况下遗产管理人的理解

（3）假如被继承人通过遗嘱针对不同遗产分

民法典第 1145 条规定，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

别指定了多个执行人，
若让这些执行人均担任全部

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

遗产的管理人，更会陷入不必要的复杂局面。

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第 1160 条

因此，
应对民法典第 1145 条中
“遗嘱执行人”

又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或

作限缩解释，
仅指以处理全部遗产为内容的遗嘱的

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需注意，这两条所述情形

执行人。

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未发生遗产管理人和所有权人

2 能否在继承人之外推选遗产管理人？

主体重合，更不存在民政部门代表国家、村委会代

关于继承人推选遗产管理人，
有观点认为，
“推

表集体行使权利。[4]理由在于：

选的遗产管理人可以在继承人之列，
也可以是继承

（1）第 1145 条规定的是“没有继承人或者继

人之外的人。
”[1]近日，某公证处为一家律师事务

承人均放弃继承“，即”理论上称之为“无人承认

所开出了据说是“首张”遗产管理人公证书，正是

继承”的情况下由谁担任遗产管理人，第 1160 条

基于全体继承人
“推选”
该事务所担任遗产管理人。

规定的是无人继承且无人受遗赠的情况下遗产的

(详情点击文末“阅读全文”
）本文认为这样理解是

归属，虽无人继承但有人受遗赠的情形，仍应按第

错误的。理由是：

1145 条确定遗产管理人，但无第 1160 条适用的余

（1）文义上，
“推选”按照中文的习惯用法指

地。

的是众多行为人从其内部推荐、推举代表，而非从

（2）我国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不仅有农村集体

外部对象中选择，我国法律对“推选”的使用，如

经济组织，还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5]，后者

《证券法》第 95 条“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证券

职工的遗产如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应归集体所

民事赔偿诉讼时，
……可以依法推选代表人进行诉

有制单位所有[6]，但遗产管理人却是民政部门。

讼”
；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5 条“村民代表由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根据民法

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
；
《民事诉讼法》

典第 99 条和第 101 条的规定，是不同的法人主体，

第 53 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

只有在“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情况下，村

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等，莫不如此。

委会才“依法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不能

（2）遗产管理是法定职责，履行职责会产生

当然认为村委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

法定责任。事情可以委托给别人做，责任也能“委

应当说，民法典第 1145 条和第 1160 条的上

托”
给别人吗？即使全体继承人或者推选出的继承

述内容看似相关，实则独立，在理解法条时应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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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不必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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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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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容庆，原云南高院民二庭法官、最高人民法院中国

公信性，一旦出名人的债权人将该房屋作为出名人

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现北京市蔚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的个人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时，借名人只能通过申请

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南开大学房地产法和破产法研究中

执行异议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来维护自身权益。在

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物权法、家事法、司法制

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借名人是否享有足以

度。

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篇幅所限，本文已经省略脚注和参考文献。

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

*本文原载于
《判解研究》
2020 年第一辑第 145-161 页。

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
还是《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作为法律依据，尚存

转载时请注明“转自《判解研究》公众号”等字样。

争议。法律适用的不同直接影响司法裁判的结果，

01

其中蕴含了法院对案涉房屋上债权人与真实权利

引 言

人之法益权衡。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行情日益火爆，房价逐年

02

攀升，多地政府纷纷出台抑制房价的限购令，但却

法院选择法律适用的三种裁判思路

出现了大量规避国家调控政策的行为，
借名买房行
为即是其中典型。借名买房行为涉借名人、出名人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在审理涉及“借

及出卖人三方当事人。从权利外观来看，出名人为

名买房”的执行异议案件时，根据法律适用选择的

所购房屋的名义所有权人；从权利归属来看，借名

不同，主要形成三种裁判思路。

人才是所购房屋的真实所有权人。
基于物权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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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适用《物权法》第 9、16 条

产的真实权利人，这亦是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
以及法律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案涉房屋系

有的法院在审理涉及“借名买房”的执行异议

徐某某出资购买并占有使用，其是案涉房屋的实际

纠纷中，
往往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归属作为首要争

权利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进而认定徐某某对

议焦点来审查，其审判逻辑是，如果借名人对案涉

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房屋享有所有权，
那么就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
民事权益；反之，则不能排除强制执行。根据《物

(三)选择适用《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

权法》
第 9、
16 条确定的规则，
因不动产物权的得、

有的法院在审理涉及“借名买房”的执行异议

丧、变、转，非经登记，不生效力，且不动产物权

纠纷中，依据《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29 条

的归属和内容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为准，那么，借

规定，
通过审查借名人是否享有物权期待权来判断

名人因没有完成不动产物权变更登记，
即不享有案

其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其中，

涉房屋所有权，进而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第 28 条针对一般买受人，第 29 条针对房屋消费

在林某诉吴某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 ，法院认

者。两者的认定标准有所差异。

为，根据《物权法》第 9、16 条的规定，出名人吴

在潘某某诉唐某某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 ，法

某为案涉房屋的登记所有权人，
即便借名人林某与

院在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借名买房性质，但该房屋虽

吴某之间借名买房关系成立，
双方关于借名买房的

是潘某某借名购买，
却因该房屋的所有权办理在唐

约定因未完成物权变动的登记，
使该约定仅具有债

某某名下，
潘某某依据协议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利

权效力。
鉴于吴某的债权人无法了解林某与吴某之

并不是物权，而是物权期待权。从潘某某于《房屋

间关于案涉房屋的内部约定，
而只能根据物权登记

产权暂管协议书》的陈述，因其个人原因暂不便于

推定吴某享有案涉房屋的合法所有权。因此，保护

将房屋产权登记于自身名下，暂将所购买的上述房

债权人的强制执行债权是物权公示原则作用的体

屋登记在唐某某名下可知，
案涉房屋登记于唐某某

现。

名下，并非是不可归责于潘某某自身的原因，而是

(二)选择适用《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

潘某某主动为之，故案涉房屋不符合《执行异议和
复议规定》第 28 条第四项要件，潘某某对案涉房

有的法院在审理涉及“借名买房”的执行异议

屋所享有的权利并不足以排除执行。

纠纷中，引用《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关于非不

另外，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范某某诉杨某案外人

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请求确权的规定，
在借名

执行异议再审案 中，鉴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未

人有证据证明其与出名人之间建立借名买房关系，

按《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规定来审查是

且为案涉房屋的真实出资者时，
直接认定了借名人

否签订合同、交付房款、是否实际占有，以及相关

作为真实权利人享有案涉房屋的物权，
进而可以排

当事人对没有过户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事实，
为规

除申请执行人的强制执行。

范此类案件审判的适用法律问题及审查条件、
程序，

在徐某某诉辽宁中集哈深冷气体液化设备有

将该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可见，最高

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中 ，法院在认定徐某某

人民法院的观点是涉及“借名买房”的执行异议之

与第三人曾某某“借名买房”事实成立的情况下，

诉中，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作为裁判的法律

认为因徐某某借用第三人曾某某名义购买房屋导

规范。

致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
基于

03

《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的立法本意，即保护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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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裁判思路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

只能作权利推定，而非事实推定，这也为真实权利

裁判依据，
但裁判结果却因法律规范适用的不同而

人通过诉讼举证来保护其合法权益留下空间。

有所差异，
而每一个法律规范背后其实都有深刻的

因不动产登记并非是行政赋权行为，
不动产物

法理基础作为支撑。

权归属应当依据原因行为，而非登记行为来确定，
故当出现登记不实时，
《物权法》第 19 条规定了更

(一)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对交易安全的保障

正登记、异议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归属获得终极解

《物权法》第 9、16 条背后体现的是物权公示

决前提供临时性救济。与此同时，如真实权利人要

公信原则对交易安全的保障。

否定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果，
必须通过诉讼方式

从法之价值来看，传统民法中，物权法的价值

主张，此时出现证明责任分配，即由异议人来证明

在于定分止争的同时，发挥物之效用，促进物之利

登记簿上所记载的权利于实体法上并不存在，
如果

用，其目的在于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值，而物之交易

该不动产的真实权利状况已无法查明，那么，异议

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
但因物之交易必然涉

人需要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

及第三人，故，物权法通过确认公示公信原则来保

(三)创设物权期待权以寻求交易安全与真实

障交易稳定、安全及交易第三人利益，进而促进交

权利人的价值平衡

易的良性循环。
从立法技术来看，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

当真实权利人以“借名买房”提起执行异议之

为登记，
登记效力主要有对抗主义和生效主义之分，

诉时，有的法院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我国采登记生效主义，
而登记行为通过不动产登记

条作为请求权基础，
这一裁判思路在承认不动产登

簿对外公示，故，登记所生之公信力实为第三人对

记簿权利推定效力的基础上，寻求保护真实权利人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权利状况的信赖。

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的价值平衡。

立法将不动产登记簿作为认定物权归属和确

1．物权期待权立法的现实意义

定内容的根据，究其原因在于：一是为第三人交易
提供信赖依据。
不动产登记簿是可对外公示且具有

在现实操作中，
不动产销售分为现房交易与期

公信力的文件，
其上所表征的物权即便不存在或内

房交易，当买受人购买预售商品房时，无法于买卖

容有异，
法律依然保护基于信赖该物权而与之交易

合同签订后及时取得房屋产权证，有的甚至于合同

的第三人。二是为司法裁判提供认定依据。不动产

约定的办理产权证期限届满后也无法取得。在买受

登记簿不但具有的权利推定的法律效力，
还具有证

人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这段期间，其并非法律意义

据效力，
当事人可以不动产登记簿和不产权属证书

上的所有权人，作为普通债权人，其对房屋的登记

作为诉讼证据，来证明不动产物权之权利归属。

和交付请求权均属于债权请求的范畴，不具有排除
出卖人的其他债权人就买卖不动产提出的受偿要

(二)确权之诉对不动产登记簿后真实权利人

求，将面临其他金钱债权人请求就买卖不动产另行

的保障

变价的不测风险。因此，立法创设物权期待权这一

《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背后体现的是以

具有准物权属性的权利来保护特定的买受人，
但基

启动确权之诉来保护不动产上的真实权利人，
进而

于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
这里的特定买受人应仅限

对登记所表彰的权利状态予以否定。
其立法本意是

于无过错不动产买受人和房屋消费者两类。

为解决当存在登记簿记载不实、记载错误，以及未

2．我国的物权期待权不同于德国法上的期待权

及时更新权利人的特殊情况时，
登记簿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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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赋予特定不动产买受人的物权期待

践留下了弹性处理的伏笔。比如说，大部分借名买

权，其概念源于德国法下“期待权”的理论。在德

房是基于规避房屋限购令、限贷令等政策，或争享

国法院判决中，期待权通常被定义为：在一项权利

特定购房优惠、隐藏真实财产信息等原因所为，自

的多个构成要件中如此多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以

然涉及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借名人

致可以说取得人得到一个确保的法律地位，
而该法

对行为结果具有一定过错，自不符合《执行异议和

律地位不会被其他法律关系当事人单方所破坏掉，

复议规定》对物权期待权的规定。但如借名人非因

一项期待权就产生了。对“确保的法律地位”的理

涉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脱法行为而为的借名

解源于德国物权变动理论的区分原则，
即不动产物

买房，且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9 条规

权变动由债权合意而生的合同行为与物权合意而

定情形的，
应对作为房屋消费者的这类借名人的权

生的登记行为所构成，
不动产物权变动步骤可分解

益予以保障。

为：
债权合意(意思表示)＋签订合同(行为)＋物权

04

合意(意思表示)＋登记申请(行为)，
受让人只有在

类案裁判思路不统一之追本溯源

完成上述四个步骤后，
即作出预告登记或提出正式

法院在处理涉“借名买房”
的执行异议之诉时，

登记申请后，其才享有具有“确保的法律地位”的
期待权，
该权利的法律效果为产生对出让人的约束，

之所以出现请求权基础适用的不一致，究其原因在

即其不能为阻止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而撤回其登记

于，法律规范天然的不圆满性使其“漏洞”在所难

申请。

免，体系违反即是法律漏洞的表现之一。从应然角

反观我国物权期待权，从其构成要件来看，并

度来看，我们的法律体系必须是无矛盾的；实然状

不考查买受人是否提出登记申请，或者说，在购买

况则是，司法实践中常出现以“规范矛盾”或“价

预售商品房的情形下，
买受人根本不具备提出登记

值判断矛盾”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对法秩序的“体系

申请的条件，此时买受人不具备德国法上期待权

违反”。
双重矛盾的存在是法院在审理
“借名买房”

“确保的法律地位”
。因此，我国法律规定的物权

执行异议之诉时，出现冲突性裁判结果的根源。

期待权是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期待权。

(一)规范矛盾是裁判冲突的外在根源

3．借名买房关系下买受人物权期待权成立之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
对于同一法律事实可

司法标准

由数个不同的法律条款予以规范，但却产生不同的

近年来，
针对借名买房人是否享有物权期待权

法律效果，这就出现了规范矛盾，规范矛盾又分为

的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

可化解之规范矛盾与不可化解之规范矛盾。前者是

法院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指可依法条竞合理论，又称“规范排除的竞合”，

法院 分别作出审理指南，裁判思路大体一致，即

即一种规范排除另一种规范，以致只适用前一规范；

对于借名人要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主张，
无论借名人

后者则是当竞合理论无法化解规范矛盾时，该矛盾

是无过错的买受人还是房屋消费者，
原则上均不予

所牵涉的法条便会互相把对方废止后形成
“碰撞漏

支持。

洞”，而这个漏洞只能依法律补充的一般原则来填

但是，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中的“一般

补。法院在判断“借名买房”之借名人对于所购房

不予支持”
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但书部分

屋是否享有排除申请执行人强制执行之权益时，往

(案外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为真正产权人，且不违

往面临规范矛盾的选择困扰，这一困扰体现在以下

反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来看，均为司法实

三方面：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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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名人享有权益的法律规范存在冲突

其并未否定不动产登记生效主义，而是在登记表彰
的权利状态不真实时的救济规范，故该条款不属于

根据《物权法》第 9 条之规定，借名人因未完

《物权法》第 9 条之但书范畴。

成产权登记，其对案涉房屋仅享有债权，不具备物

其次，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贯彻了

权人身份，
；根据《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之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

定，
当借名人能证实其为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时，

押、冻结财产规定》第 17 条的精神，即如第三人

有权要求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物权，
一旦法

已支付全部购房款项且实际占有房屋，对未办理过

院裁判确权，其就具有物权人身份；根据《执行异

户登记无过错的，法院不得强制执行该房屋，此规

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之规定，借名人如符合四

范隐含了虽未办理不动产登记，
但却具有物权效力

个要件，其也仅享有物权期待权，从身份上来说，

的法律效果，构成了对不动产登记生效主义的例外。

依旧是债权人。于是乎，在对借名人享有权益的认

于是乎，《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可作为

定上，法律规范出现了债权、物权、物权期待权三

《物权法》第 9 条之但书范畴而将后者排除适用，

种不同的结果。

但却依旧无法化解其与《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

2．规范矛盾无法运用法条竞合理论予以化解

之间的矛盾。

法条竞合理论主要表现为特别规定优于一般

(二)价值判断矛盾是裁判冲突的内在根源

规定的处理规则，那么，一方面，
《物权法》及其

与规范矛盾不同，
价值判断矛盾很难被避免和

司法解释显然不符合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范畴。
另一

排除。黄茂荣先生把价值判断矛盾分为四种样态：

方面，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大多数条款仅为

碰撞式价值判断矛盾、类推适用式价值判断矛盾、

形式审查规范，不涉及案件实体审查标准，而执行

目的地扩张式价值判断矛盾、目的地限缩式价值判

异议之诉的审理必须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前提，
法院

断矛盾。其中，碰撞式价值判断矛盾作为一种“碰

可以参照适用第 27、28、29 条中涉及实质审查的

撞漏洞”，体现于针对法律上重要之点相同的法律

规定，但不能完全依照适用 。因此，从《执行异

事实，
以事理外理由加以区别待遇之价值判断矛盾，

议和复议规定》的立法本意和条款特性来看，均不

应予避免与排除。如前所述，法院在判断“借名买

能视其为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特别法。综上，

房”之借名人对于所购房屋是否享有排除申请执行

法院审理涉借名买房执行异议诉讼时，
不能简单运

人强制执行之权益时，出现了不可化解之规范矛盾，

用法条竞合理论来排除《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的

究其原因在于，
《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和《执

适用。

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之间存在价值判断的

3．不动产登记生效主义的例外规定无法彻底

矛盾，这一矛盾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化解规范矛盾

1．是否将借名人无法办理案涉房屋产权过户

《物权法》
第 9 条确立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

登记的主观因素作为裁判考量

生效规则，
与此同时，
留下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如果从法律适用要件来分析，上述两个法律规

之空间，此处的但书规定应作何种解释，哪些法律

范的矛盾体现于法院是否在裁判时考量借名人的

规范属于该但书范畴。

主观因素，具言之，
《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的

首先，
《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是在不动产

适用不考虑借名人对于未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

物权确权之诉中，对登记簿证明力的否定规范，但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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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院确认其对案涉房屋的所有权，
进而以此认定

益，可见，该条款否定了在借名人存在主观过错时，

其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而《执行异议和

面对善意执行人，其无权以真实权利人的身份否定

复议规定》第 28 条则必须在非因借名人的原因导

案涉房屋权利状态的形式表彰。

致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时，
其才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

05

合法权益，这亦是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规定》

基于价值衡量的法律规范选择及裁判进路

第 17 条“对未办理过户登记无过错”第三人所购

如前所述，法院在审理“借名买房”执行异议

房产不予查扣冻精神之延续。
当前，借名买房的主要原因大致为：一是规避

诉讼时，因法律规范矛盾致使裁判结果不统一，该

房屋限购令、限贷令；二是争享特定购房优惠；三

法律规范矛盾与价值判断矛盾一样无法直接予以

是隐藏真实的财产信息；四是简便手续、减少税费

化解，其产生的“碰撞漏洞”需要通过法律补充的

等。可见，借名人多是为了一已私利而以出名人的

一般原则来填补，这就需要先厘清申请执行人与借

名义购房，
故对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登记具有主观

名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解决现有的法律规范矛

过错，
在此情形下，
如司法选择对其权益予以保护，

盾和价值判断矛盾，
为司法裁判提供正确的价值衡

会造成对善意执行人不甚公平之嫌。因此，法院是

量和规范选择。故，司法裁判进路可从以下三个层

否将借名人无法办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的主观过

次予以考量。

错作为裁判依据，
是两个法律规范之间价值判断的

(一)考察借名人是否具有案涉房屋之上的生

矛盾之一。

存保障利益

2．是否区分借名人和出名人之内部关系与前

如前所述，在现实操作中，大多数的借名人基

二者和善意执行人之外部关系

于规避限购、限贷、个人债务等原因而产生“借名

在涉“借名买房”关系的执行异议之诉中，案

买房”的事实，其对所造成的不能办理房屋产权过

涉房屋上存在三方主体：借名人、出名人、申请执

户登记，以及由此导致的案涉房屋被作为出名人的

行人。
相对于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内部

财产强制执行的后果，具有明显过错，故其不符合

关系而言，
申请执行人构成案涉房屋买卖关系以外

《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的适用条件。

的关系，即外部关系。那么，法院判断“借名买房”

然而，
如借名人于案涉房屋上具有生存保障利

之借名人对于所购房屋是否享有排除申请执行人

益的，因生存权属于基本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在

强制执行之权益时，
是否需要将两者关系予以区分，

价值位阶上高于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权，优先于财产

从当前司法裁判的不统一可知，
各地法院对于这一

权保护具有正当性， 故其可依据《执行异议和复

问题的认识尚存争议。

议规定》第 29 条之规定，以消费者之身份来排除
案涉房屋之上所负债权的强制执行，
这亦是对消费

其中，适用《物权法解释(一)》第 2 条认定借

者生存权这一更高价值的维护。

名人作为真实权利人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
益的，
其主要着眼于借名人和出名人之内部买卖关

从司法技术来看，对于借名人消费者身份的认

系，
对于不动产登记簿不能反映真实不动产物权关

定，需从案涉房屋的“质”与“量”两个角度予以

系时，
立法赋予真实权利人以提起确权之诉的方式

考察。具言之，从案涉房屋的性质来看，其应为居

来否定不动产登记之证明效力。而《执行异议和复

住用房，而非经营性用房，但现实中的商业住宅，

议规定》
第 28 条则需考察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

虽房屋属性为经营性用房，但其实际用途是居住，

以此认定借名人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之合法权

对于借名人购买的这类房屋也应视为居住用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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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另一方面，
从借名人所购案涉房屋的数量来看，

法律关系”
，即“债的关系”的特定当事人之间，

案涉房屋系借名人的唯一住房且用于居住。
当借名

不宜将其仅局限于缔约过程中，
而应该于更广阔的

人符合上述条件时，可视其为消费者，在不考虑其

视野中去考察，为此，信赖利益可视为民事主体固

主观过错的情况下，
可对其生存利益予以特别保障；

有利益在具有信赖关系的特定当事人间存在的特

而对于不属于消费者的借名人，
因其对所购房屋不

定形式。

具有必要生存利益，
故需要在非消费者借名人之权

有鉴于此，
肯定非交易第三人享有信赖利益主

益与申请执行人之权益间做价值衡量与判断。

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信赖利益的保护基于对物权
公示的信赖，并以此信赖为基础实施了相应的法律

(二)判断申请执行人作为非交易第三人是否

行为，从结果意义上说，应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交

具有信赖利益

易第三人，
也包括信赖借名房产而与被执行人发生

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中，外部关系中的第

交易关系的申请执行人；
二是申请执行人的行为产

三人系申请执行人，而非交易第三人，那么，当申

生了程序法上的信赖利益，
申请执行人依物权公示

请执行人为善意第三人时，
其能否与交易中的善意

而信赖执行标的为出名人所有，且付出了时间、金

第三人一样，
可基于信赖利益而获得特别保护呢？

钱来启动强制执行程序，故，执行标的之权利外观

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尚存争议。

虽无实体法上维护交易安全之功能，
但亦使善意的
申请执行人产生信赖并有所损失，故有必要对申请

1．否定说：非交易第三人不享有信赖利益

执行人程序法上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
大陆法上的信赖利益来源于损害赔偿制度。传
3．孰是孰非：以执行债权之优先属性为着眼点

统民法认为，信赖利益是伴随交易而生的，具有保
护交易安全之功能，信赖利益实为对交易安全、流

如前所述，
申请执行人对于执行标的享有的仅

转关系稳定的保障机制。可见，交易性是信赖利益

仅是期待利益，还是信赖利益，当前我国法律没有

的重要属性，如果没有交易行为，也就没有必要保

作出明确规定。执行债权相较于一般债权，是经过

护信赖利益。

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且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

有鉴于此，
否定非交易第三人享有信赖利益主

债权，
其上附着的是法官的审慎判定及执行部门的

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方面，在商事审判的背景下，

查、扣、冻措施，这类经过司法资源投入的执行债

基于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外观主义原则 的适用是以

权应当予以优先保护。

维护交易安全为宗旨，
故其适用范围应局限于交易

在域外立法例中，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

第三人；
另一方面，
作为执行中的普通债权人而言，

系，均确立了执行债权于在实体法上的优先性。
《德

其只对债务人责任财产具有一般利益，
因申请执行

国民事诉讼法》第 804 条规定，申请执行人因查封

人应当能预料到执行标的物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时

行为而取得优先权，该优先权实为查封质权。法国

可变化性，
使执行标的物难以作为特定财产而让申

法规定，对于同一财产，无对抗力的所有权人，不

请执行人对其产生信赖利益。因此，为便利善意执

得以其所有权对抗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财产

行人通过强制执行来实现权利，
导致实质权利人的

的普通债权人。
《日本民法典》第 177 条规定物权

利益受到损害，不甚公平。

“不登记就不得对抗第三人”，日本的判例和学说
认为，该条款的“第三人”包括执行债权人，即执

2．肯定说：非交易第三人享有信赖利益

行债权人可对抗无登记之所有权人。
在英美法系中，
从信赖利益的存在领域来看，其存在于“相对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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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况的，未公示的担保物权不能对抗执行债权。

第二，
基于内部关系之事实所有权人并不当然

反观我国，法院对执行标的实施查封措施后，

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
如仅考量借名人与

债务人不得以让债权人获得受偿为由自行处分执

出名人之内部关系，
在借名人有充分证据推翻登记

行标的，
债权人只能对执行法院处分执行标的价款

时，可视其为事实所有权人，但事实所有权人如要

享有优先受偿权，从这一角度看，执行债权具有强

产生对抗第三人之法律效果，无论该第三人是交易

制执行优先权之属性。

第三人，还是非交易第三人的申请执行人，均需将
案涉房屋变更登记于借名人名下，此时，借名人才

(三)不具生存保障利益的借名人与申请执行

是真实的物权人，才可以登记物权人的身份排除强

人之间的利益衡量

制执行。

如前所述，
如借名人于案涉房屋上具有生存利

第三，
借名人只有在享有物权期待权时才可排

益，那么，其可排除申请执行人之信赖利益所生之

除强制执行。非消费者借名人的物权期待权依《执

强制执行优先效力，
这实为人文主义立法给予借名

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 28 条来判定，其核心在于

人的特殊保护，而非单纯理论推演所生之结论；而

判断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是否因“买受人自身原因”

对于不具生存保障利益之借名人，
其与申请执行人

所致，
当借名人选择享受因规避法律政策所生之利

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在立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益时，
其不能办理过户登记显然是其自身原因所致，

的情况下，
司法裁判中应兼及法理推理与价值衡量，

故不能以借名协议的内部债之关系来对抗执行申

优先选择保护申请执行人之信赖利益。

请人。

1．借名人的真实权利人身份不能直接产生排

2．申请执行人对案涉房屋享有基于强制执行

除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措施所生之支配力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
借名买房执行异议诉讼之

相较借名人之事实所有权人身份，申请执行人

所以产生争议，
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借名人享有的

因对案涉房屋之物权公示享有信赖利益，
进而基于

权益属性。作为真实权利人，其享有的是依确权之

强制执行措施产生了对案涉房屋之支配力。具言之，

诉否定登记推定权属后，
以物权人身份直接主张排

当申请执行人基于案涉房屋所有权的错误外观而

除强制执行，
还是仅享有依内部合同债权关系所生

发生查封的强执措施，实际产生的效果是，已将案

之物权期待权，
并可以此作为对抗强制执行人的依

涉房屋置于债权人的控制之下，这一“控制”所产

据。

生的支配力足以对抗无公示外观的借名人之事实

第一，
涉外部关系之执行异议诉讼中能否适用

所有权。此时，申请执行人之支配力所保障的不仅

反证推翻登记推定权属的法律规范，
尚存争议。
《物

是其与出名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更主要的是，在承

权法解释(一)》第 2 条是否仅适用于确权之诉，还

认申请执行人对标的物控制行为，以及基于这一控

是可扩张适用于执行异议之诉，
这在当前司法实践

制而产生的信赖利益。

中也存有争议。
前述辽宁高院(2018)辽民终 211 号

与此同时，
承认申请执行人对案涉房屋之支配

生效判决即适用这一法律规范，
而北京高院(2017)

力，亦可应对以下现实之需：首先，我国法律不允

京民终 492 号生效判决则认为上述法律规范中不

许超标的查封，
申请执行人查封了债务人不动产就

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态系物权状态，
而非债权

意味着要放弃查封其他财产，故从公平角度来看，

状态，故只有在出现登记错误时，真实权利人才可

应对申请执行人的查封利益予以保护。其次，如若

依该条款主张确认其物权。

不承认申请执行人之支配力，那么，法院需为鉴别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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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人与出名人之挂名协议的真实性消耗大量司

房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但在正式稿中删除了该条

法资源，一方面，承认真实性缺少内心确信，另一

款，可见该问题尚存争议，未达成一致。此后，
《最

方面，作出否定判断没有确凿证据，此时，法官的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适用法律

自由裁量必然造成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再次，确定

问题的解释(一)》(征求意见稿)第 13 条关于隐名

事实所有权即使存在也不能对有公示效力的执行

权利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处理中，再次对一般

债权(实际产生了准物权的效力)产生对抗力的规

买受人的借名买房问题提出讨论，方案一为不支持

则，不但能从源头上堵塞作假动机，还可督促确实

借名人的异议请求；方案二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

存在但无公示的实际所有权人迅速修复名实不符

法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的情况下，
支持借名

的状态，可发挥励人向善的规则引导功能。

人的异议请求。
可见，
方案二结合借名买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

06

理性，以及社会影响力，却忽略了外观主义的适用

余论：外观主义之适用边界

边界问题，即在传统的非交易领域，如保全查封、

不动产作为大众的基本生活资料，
无论是立法

执行查封、
破产接管中，是否可扩张适用外观主义，

还是司法过程中，
均需对不动产上的各种权益作出

这在域外很多国家都是被肯定的。在处理借名买房

正确的价值衡量，
尽量避免立法针对同一法律事实

纠纷时，如果承认申请执行人对案涉房屋的支配力，

出现规范矛盾的同时，
为司法裁判应对规范矛盾而

那么方案一是唯一选择，
也避免了加重法院对借名

作出规范选择时提供正确指引，
防止因审判思路的

买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认定的负担。尽管当前我

左右摇摆和裁判结论的前后不一，
致使人民群众对

国在房地产领域里有很多的特殊国情，应用正确的

司法裁判和诉讼风险的不可预测性有所增加，
进而

规则去引领国情，而非让规则去适应国情。

有损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图文编辑｜宋嘉鑫、张宏帅

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第 119 条 曾对借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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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证专题
7 个月没能证明“我爸是我爸”，涉事公证处被重组
2021-02-08 检察日报正义网
https://mp.weixin.qq.com/s/W9Nk74S3-xfYOZuC0ig1eA

为了继承已故父亲的 7 万余元存款，
广东惠州

不能止于个案，
各地各部门要对类似问题认真开展

的陈先生 2020 年一度在公证处、派出所、居委会

排查梳理。

之间来回跑了 7 次，历时 7 个多月，依然没能证明

记者注意到，2021 年 2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

“我爸是我爸”
。直到国务院督查组介入，当地政

厅督查室已在中国政府网上公开了上述典型问题

府召集相关单位予以整改，
帮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手

的整改情况。

续，问题才得到解决。

消息称，“父子关系”证明属于公安部确定的
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证明事项，也属于民
政部确定的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
明事项。督查发现，惠州市惠阳区公证处办理存款
继承公证时，置有关要求于不顾，依然反复要求群
众赴当地公安部门、
居委会开具“父子关系”
证明，
循环说明“我爸是我爸”
，导致群众长达 7 个月无
法办理继承公证。
针对惠州市上述问题，广东省公证协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公布全省《公证事项办理材料清单》，
共分为 48 大项 224 小项，明确了办理各类公证所
需材料清单、最快办结时限、注意事项等内容，并
在清单后对需提交的材料作了详细注解，
统一全省
公证机构证明材料的采信标准。
惠州市惠阳区政府
迅速协调当事人父亲原单位提供有关人事档案和
履历表复印件，证明继承人顺序。惠阳区公证处当
天受理公证申请，当事人在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取
得继承权公证书，顺利取出 7 万元继承款。10 月
28 日，惠州市司法局印发了《关于在全市公证机

陈先生一度跑 7 个月未能证明“我爸是我爸”
。

构开展“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服务水平”活动的整改
新华视点官方微博当时评论道，推诿扯皮，折

方案》
，制定 9 条整改措施，提升公证机构便民服

射不作为、乱作为的不正之风，说明为民服务意识

务水平。

缺失。信息壁垒需要打破，担当精神更需树立。
《中

消息称，2020 年 10 月以来，惠州市对面向群

国纪检监察报》则指出，整治“没完没了”的证明

众的办理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将收集到的国务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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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取消的 705 项证明和广东省取消的 1220 项证

理有关证明，公证处提出到派出所复印户籍底册也

明相关材料印发各单位，
要求各单位进行比对自查，

可以。陈先生再次来到派出所，被告知因涉及个人

及时整改。截至 2020 年底，惠州市直部门精简证

隐私，不予办理复印户籍底册。无奈之下，陈先生

明事项 100 项，各县（区）精简证明事项 693 项。

第三次到公证处，公证处又提出提供居委会开具的

惠州市纪委监委问责 12 名相关责任人，责成惠阳

亲属关系证明也行，
但居委会提出依据民政部有关

区司法和信访局协调引入惠州市阳光公证处提供

规定，同样不予开具。陈先生不得不第四次来到公

公证服务，解决本地服务力量不足问题，并对惠阳

证处说明情况，
得到的回复是没有证明就无法办理

区公证处进行重组。

公证，此事就此陷入僵局。

早前，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十一督查组《关

二、各方理由“充足”，群众的烦心事就是解

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公证处要求群众提供循环

决不了。督查期间，督查组与陈先生一起到当地银

证明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介绍，根据群众在国务

行、派出所、居委会和公证处等单位进行了实地核

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公证书办理难银

查。银行出具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本外币储

行存款无法取出”问题线索，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

蓄业务制度（2018 年修订版）》，称要想取出存款，

第十一督查组赴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进行了实地

必须作公证继承。当地派出所认为，陈先生与其父

督查。督查发现，群众反映情况属实，惠州市惠阳

亲在同一户口本上，已能证明其与父亲的关系，户

区公证机构存在不担当不作为、
为民服务意识不强、

口本是公安机关出具的法定证明，据此产生的责任

漠视群众利益等问题，
导致群众七个多月无法办理

由公安部门承担。同时，公证机构可出具公函，派

继承公证。

人到派出所查看户籍底册。惠阳区公证处则认为，
当事人户口本不能反映所有亲属关系，公安部门是

当时的情况通报指出：

户籍的主管部门，信息最可靠、权威，应该出具有

一、循环证明“没完没了”
，群众遭遇办事难。

关证明；加上公证材料需要存档，
仅查看户籍底册，

惠州市惠阳区陈先生的父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

不能满足公证存档要求。
居委会则依据民政部等六

去世，
之前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惠阳支行留下 7 万

部门《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

余元存款。3 月 2 日，陈先生拿着存单去银行取款

明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亲属关系证明属于《不

时，由于不能通过银行人脸识别系统，取款没有成

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

功。
银行工作人员告知，
存款继承应向本人住所地、

批）
》的第一项，所以不能开具。2020 年 3 月以来，

经常居住地或银行机构所在地的公证机构申请办

陈先生为此事多次奔波于银行、公证处、派出所和

理继承权证明书，银行凭此支付。从此，陈先生踏

居委会之间，但问题迟迟解决不了，继承公证难以

上了办理继承公证、证明“我爸是我爸”的漫长循

办理，银行存款无法取出。

环：第一次去惠阳区公证处办理公证时，陈先生提

督查组认为，陈先生遇到的“循环证明”问题

供了与父亲共同落户的户口本，
并能证明两人父子

并非偶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根源在于基层政府

关系，
但公证处工作人员仍然要求陈先生提供户籍

相关部门为民服务意识不强，对“放管服”改革的

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于是，陈先生

精神理解不深不透，
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将人民群众

按要求到有关派出所开证明，
却被告知办理亲属关

利益放在首位。
各有关部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

系证明属于公安部确定的“派出所、公安机关不再

首先想到的是规避自身责任，相互推诿扯皮，导致

出具的 18 种证明”之一，不予办理。

群众陷入“我爸是我爸”的循环证明、办事无门困

陈先生第二次来到公证处说明派出所不予办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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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孤岛”
，从根本上铲除“奇葩证明”
、循环证

作者：钟煜豪

明、重复证明滋生的土壤。

编辑：李梦欣
监制：杨

来源：澎湃新闻

柳

两岸民法继承法律制度之差异对涉台公证之影响
原则：2021-02-09 布衣史话

蔡煜

https://mp.weixin.qq.com/s/eKalGir8C5t5_DmINHBAnA

自 1986 年福建省平潭县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用

所在大陆，其遗产(动产和不动产)在大陆，遗产继

于大陆亲属继承台湾居民在台湾遗产继承与索赔

承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被继承人生

而被台湾有关法院采纳起[1]，两岸间继承类公证

前住所在台湾，
其在大陆遗产(动产和不动产)的继

事务逐年增多，早期，以大陆居民继承台湾居民遗

承也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公证处应

产为多，现在台湾居民（包括大陆居民、港澳居民

据此出具继承权公证书。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继承台湾居民在大陆遗产也逐渐增多。在因历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六十条规定，自 2021 年 1 月

史原因形成的复杂继承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的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起，
《中华人

同时[2]，两岸间民法继承制度存在的差异，在客

民共和国继承法》已被废止。所以仅从文义角度解

观上对两岸公证机构办理相关涉台继承类公证有

释，在不考虑溯及力问题的前提下,前述《涉台公

着不小的影响。本文从一名大陆公证员视野角度，

证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有关涉及原《中华人民

就实务中常见或出现的新问题，略陈己见。

共和国继承法》有关条款的内容均可被《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条款取代。

一、继父母的继承权问题

而根据 2010 年 4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依据“台湾地区法院”遵循的“最高法院二十

委员会通过、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

六年渝上字第六〇八号判例”
：
“父所娶之后妻，旧

判委员会修正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台民商

时虽称为继母，
而在民法上则不认有母与子女之关

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

系，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所称之母，自

“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

不包含父所娶之后妻在内。
”[3] 即根据台湾地区

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

所遵循的相关“判例”
，否认了继父母的法定继承

第三条规定：“根据本规定确定适用有关法律违反

权。而反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适

二十七条规定，
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是作为第一顺

用。”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审理

序法定继承人，两岸间显然存在明显差异。大陆公

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证机构在处理有关台湾居民在大陆遗产继承事务

中明确指出：《规定》所称的“选择适用法律的规

时，是会考虑形成扶养关系继父母的继承权问题。

则”，指的是参照适用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适
用规则，也即冲突规则，包括民法通则第八章以及

二、动产法定继承的台湾地区民事规定适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依照 1990 年 1 月 26 日司法部印发的《涉台

用法等规定的内容。

公证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规定，被继承人生前住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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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十一条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

笔者尚不清楚。
这也许是目前一些大陆公证机构慎

常居所地法律，但不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

办台湾居民处分台湾遗产的公证遗嘱原因之一。

在地法律。
这样对于死亡时经常居所地在台湾的具

另外根据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

有中国国籍的台湾居民，
其在大陆的动产法定继承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2 条

诉讼案件在大陆人民法院审理中除因
“公共秩序保

规定：
“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

留”原因外均可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而非适用

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

大陆民事法律。
那么公证机构在办理死亡时经常居

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所地在台湾的具有中国国籍的台湾居民在大陆的

因此若被继承人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死亡，依

动产法定继承公证究竟应适用大陆继承法律规范

据 2020 年 12 月 1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办理还是除因“公共秩序保留”原因外均可适用台

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湾地区继承规范，
目前司法部尚未以办证规则明示。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其若立有公证遗

另外对于公证机构在办理死亡时经常居所地在香

嘱，无特殊情形，公证遗嘱仍具有效力优先特点。

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外国的又保留台

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湾地区户籍的中国自然人在大陆的动产法定继承

民法典》已经删除了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而

公证究竟应适用大陆继承法律规范办理还是除因

在台湾地区“民法”规定中，公证遗嘱则从无公证

“公共秩序保留”原因外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可参照适用香港特别行

进一步问题，在于若已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前

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继承法律规范或适用外国

死亡的台湾居民所立遗嘱系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公

的继承法律规范，司法部也尚未以办证规则明示。

证的遗嘱是否可以取得大陆继承法律规范意义上
的公证遗嘱效力，对此目前司法部或最高人民法院

三、公证遗嘱的形式及效力认定

至今未曾规定，
如果台湾居民在大陆立有公证遗嘱，

根据台湾地区“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条遗

之后在台湾公证机构撤销或变更在大陆所立公证

嘱应依左列方式之一为之：一、自书遗嘱。二、公

遗嘱，
大陆公证机构是否能认可台湾地区公证机构

证遗嘱。三、密封遗嘱。四、代笔遗嘱。五、口授

撤销或变更公证遗嘱的有关公证,目前司法部或最

遗嘱。

高人民法院也未有规定。
笔者个人观点，除违反“公

公证遗嘱，按照台湾地区“民法”第一千一百

序良俗”等特殊情况外，为尊重遗嘱人意思表示，

九十一条规定，需要指定二人以上之见证人。而根

建议有关部门可明确台湾居民所立遗嘱或撤销遗

据大陆《公证程序规则》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公

嘱的行为系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公证的，可以取得大

证机构办理遗嘱公证，应当由二人共同办理。承办

陆继承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公证遗嘱效力。

公证员应当全程亲自办理，
并对遗嘱人订立遗嘱的

四、“同性婚姻”制度

过程录音录像。
特殊情况下只能由一名公证员办理
时，应当请一名见证人在场，见证人应当在询问笔

台湾地区有关部门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布

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因此在立公证遗嘱的过程上

了“‘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自

看，仅是否需要证人，及证人人数，两岸就有着明

2019 年 5 月 24 日施行。其中在前述规定第二条规

显的差异。那么大陆公证遗嘱到台湾地区使用，台

定：
“相同性别之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

湾地区“司法实践”是否会以死者立公证遗嘱时，

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
在第

无证人或证人数少于台湾地区规定，而不被认可，

四条规定：
“成立第二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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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并应由双方当事人，依“司法

承公证。对于“同性配偶”主张共同财产的，可根

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之意旨及本法，向户政机

据两岸有关规定并结合动产、不动产以及与死者是

关办理结婚登记。
”
；在第二十三条规定：
“第二条

否有财产约定等，视具体案情而定。至于遗嘱受益

关系双方当事人有相互继承之权利，
互为法定继承

人为“同性配偶”的，目前可以暂按照接受遗赠处

人，准用民法继承编关于继承人之规定。民法继承

理，如果死者的相应顺位的继承人有异议的，公证

编关于配偶之规定，
于第二条关系双方当事人准用

机构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公证机构不宜办

之。
”
；在第二十四条规定：
“民法总则编及债编关

理，建议当事人诉讼解决。为了尽可能避免此类问

于夫妻、配偶、结婚或婚姻之规定，于第二条关系

题，目前建议有关当事人可以在生前签订有关财产

准用之。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规关于夫妻、配偶、结

约定、身后遗产分配协议、立遗嘱，并办理公证为

婚或婚姻之规定，及配偶或夫妻关系所生之规定，

宜，这样如果将来发生争议，可为有关纠纷处理提

于第二条关系准用之。
但本法或其他法规另有规定

供证据，因目前尚未得见大陆司法机关对台湾居民

者，不在此限。
”

“同性配偶”遗产继承权纠纷案例判决结果，也未

而大陆目前并不承认“同性婚姻”制度，因此

得见有关登记部门等单位正式意见，
笔者观点仅是

如果一旦遇到台湾居民死亡，其“同性配偶”是否

一家之言，有待于司法实践与公证实务检验。

能以配偶身份至大陆公证机构处申请办理法定继

[1]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司法

承公证、
遗嘱继承公证，
以及能否主张
“共同财产”

行政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1-142 页。
《福

等等，必然会遇到法律障碍。

建涉台公证业务量居祖国大陆首位》，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笔者个人认为，在大陆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出

http://www.chinanews.com/2000-4-2/26/24576.html，

台前，
在遵守大陆现有婚姻法中关于一夫一妻制的

最后访问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7 日。

前提下，
同时为了保障台湾居民的权益和尊重相关

[2] 参见蔡煜：
《关于两岸继承事务交流合作的思考》
，

台湾居民对婚姻定义的理解，可以在暂不承认其

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编：
《海峡两岸法学研究·第 5 辑

“同性配偶”身份同时，依据台湾地区有关户籍记

—法治文化与法治实践》
，九州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00-

载、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401 页。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第一千一百三十二

[3] “最高法院判例编辑委员会”编辑：
《最高法院判

条规定，根据具体案情以办理“同性配偶”与相应

例要旨》
，
“最高法院”2003 年版，第 528 页。郭钦铭：
《亲

顺位的继承人签订遗产分配协议的协议公证为宜。

属继承—案例式》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版，

如果没有相应顺位的继承人，也可以参照《中华人

第 420 页。

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视情办理继

公证机构依他人鉴定意见撤销公证书后应否赔偿他人因此支付的鉴定
费等合理损失——戴 X 宜诉北京市东 X 公证处公证损害责任纠纷案
2021-02-15 法律家
https://mp.weixin.qq.com/s/QokcR7HNCAvX7VP_sxN4Fw

【中 法 码】侵权责任法学·侵权责任构成要

【关 键 词】民事 公证损害责任 委托 鉴定

件·损害事实·财产损害 (r0203012)

机构 鉴定意见 赠与合同 公证手续 民事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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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合同无效 公证机构 撤销公证书 主要原因 鉴

后公证机构撤销了公证书。此时，继承人委托鉴定

定费 误工费

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不仅是法院认定赠与合同无

【学科课程】侵权责任法学

效的直接证据，
也是公证机构撤销公证书的主要原

【知 识 点】公证损害责任 鉴定费

因，故继承人因委托鉴定造成的鉴定费、误工费等

【教学目标】明确公证损害责任的特征，掌握

损失应由公证机构予以赔偿。

公证损害责任的赔偿范围。

【法理评析】

【裁判机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在戴 X 宜等人诉请确认涉案赠与协议无效纠

【程序类型】民事二审

纷案件中，其提交了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认定戴 X

【案例效力】被中国法制出版社《中国法院

端系重度痴呆症患者的鉴定意见。同时，法院委托

2013 年度案例：侵权赔偿纠纷》收录

研究所对戴 X 端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该鉴定结
论亦证实戴 X 端对涉案赠与协议办理公证手续时

【案例信息】

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故此法院作出确认涉案

【案

由】公证损害责任纠纷

【案

号】(2011)二中民终字第 22357 号

赠与协议无效的判决。判决之后，东 X 公证处亦撤
销了第 5776 号、第 5778 号及 5775 号公证书。戴

【判决日期】2012 年 06 月 01 日

X 宜因委托鉴定机构对戴 X 端的行为能力进行鉴定

【上 诉 人】北京市东 X 公证处（原审被告）

而支付了鉴定费及交通费等，故要求东 X 公证处

【被上诉人】戴 X 宜（原审原告）

予以赔偿，从而引发本案纠纷。从东 X 公证处出具

【争议焦点】

公证处的事实来看，戴 X 端对涉案赠与协议办理

继承人委托鉴定机构对被继承人赠与合同办

公证手续时不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而东 X 公

理公证手续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
并根据鉴

证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对赠与协议进行公证，
致使

定意见要求法院确认赠与合同无效。之后，法院以

赠与协议被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协议，然后东 X 公

被继承人办理公证手续时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

证处根据生效判决结果撤销了第 5778 号、5775 号

能力而确认赠与合同无效，
公证机构亦撤销了公证

公证书。因此，东 X 公证处出具第 5778 号、5775

书。在此情形下，公证机构应否对继承人支付的鉴

号公证书的过程中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其过错行

定费等损失进行赔偿。

为造成了戴 X 宜的经济损失。

【裁判结果】

从因果关系角度分析，戴 X 宜委托司法鉴定中

一审法院判决：东 X 公证处赔偿戴 X 宜法医

心出具了鉴定意见，
该鉴定意见与法院委托研究所

鉴定费 22 000 元、误工费 29 000 元、交通费 3

作出的鉴定结论一致，故法院判决确认涉案赠与协

000 元、邮费 50 元；驳回戴 X 宜的其他诉讼请求。

议无效。戴 X 宜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

东 X 公证处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见系导致法院确认涉案赠与协议无效的直接原因，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东 X 公证处又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结果撤销了第

【裁判要旨】

5778 号、5775 号公证书，戴 X 宜委托司法鉴定中

继承人委托鉴定机构对被继承人赠与合同办

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系东 X 公证处撤销以上两份公

理公证手续时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
并根据鉴

证书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间接原因。综上，东 X

定意见要求法院确认赠与合同无效。
法院经审理认

公证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了第 5778 号、5775

定被继承人为赠与合同办理公证手续时不具备相

号公证书，后因戴 X 宜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而判决确认赠与合同无效，

鉴定意见撤销了上述两份公证书，故戴 X 宜因委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330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托鉴定造成的损失应当由东 X 公证处予以赔偿。

赠与书上载明，戴 X 端将其名下的诉争房产分别

同时，戴 X 宜委托进行司法鉴定必然造成的误工

赠与戴 X 正、戴 X 诚。公证处对该赠与书进行公

损失、交通费等经济损失，东 X 公证处亦应予赔

证，并于 1999 牟 12 月 21 日出具了(99)京东证内

偿。

字第 5778 号公证书。
1999 年 12 月 17 日，戴 X 正、

【适用法律】

戴 X 诚出具书面受赠书，表示接受赠与。公证处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 公民、

受赠书进行公证，并于 1999 年 12 月 21 日出具了

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

(99)京东证内字第 5775 号公证书。

人不得侵犯。

戴 X 明、戴 X 宜于 2005 年 11 月 28 日向东 X

【法律文书】

公证处提交了《复查、撤证申请》及《请求责令墩

民事起诉状 民事答辩状 民事上诉状 民事上

京市东城区公证处对(99)京东证内字第 5778 号、

诉答辩状 律师代理意见书 民事一审判决书 民事

5775 号公证书进行复查的申请书》，要求撤销第

二审判决书

5775 号、第 5776 号、第 5778 号公证书。东 X 公

【思考题和试题】

证处于 2006 年 5 月 15 日出具复查意见书，该意

1.简述公证损害责任的概念。

见书认为(99)京东证内字第 5778 号、5775 号公证

2.论述公证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书证明的赠与书、受赠书中，赠与人戴 X 端处分的

3.探析公证损害责任的赔偿范围。

北京市东城区灯笼库胡同 14 号房产 10 间中属于

【裁判文书原文】 (如使用请核对裁判文书

其自有份额部分有效，但赠与书处分属于魏 X 珍

原件内容)

的 7 份额部分无效，故此该处撤销了(99)京东证

《民事判决书》

内字第 5778 号、
5775 号公证书中无效部分的内容。

上诉人（原审被告）
：北京市东 X 公证处（以

2007 年 4 月，戴 X 宜等三人为确认赠与协议

下简称东 X 公证处）
。

无效，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 a 民法院。同时，戴 X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戴 X 宜。

宜提供了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

上诉人东 X 公证处因与被上诉人戴 X 宜公证

学鉴定书作为证据，该鉴定书证明：戴 X 端系重度

损害责任纠纷一案，
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痴呆症，右侧丘脑梗塞，其已经丧失了进行性不可

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

逆转的思维精神能力。该院审理期间根据当事人申

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请，委托了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对戴 X 端

原审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戴 X 端与魏 X 珍

的行为能力重新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

系夫妻关系，戴 X 正、戴 X 明、戴 X 昭、戴 X 诚及

戴 X 端精神疾病诊断为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

戴 X 宜五人系二人子女。魏 X 珍于 1979 年 3 月死

可以推断被鉴定人戴 X 端于 1999 年 12 月 17 日对

亡，戴 X 端于 2003 年 2 月死亡，戴 X 端名下有位

赠与书进行公证时处于痴呆状态，不具有相应民事

于北京市东城区灯笼库胡同 14 号房产 10 间。1999

行为能力。法院据此判决确认戴 X 端于 1999 年 12

年 12 月 17 日，署名为戴 X 端的委托书载明，戴 X

月 17 日作出赠与戴 X 正、戴 X 诚诉争房屋的赠与

端委托朱 X 绚办理上述房产赠与过户等事宜。东 X

书无效。该案经本院终审判决，维持了原审法院的

公证处（原名北京市东城区公证处，2007 年 8 月

判决。此后，东 X 公证处于 2009 年 7 月 31 日撤

更名为东 X 公证处）对该委托书进行公证，并于

销了第 5778 号、5775 号公证书。

1999 年 12 月 21 日出具了(99)京东证内字第 5776

据此，
戴 X 宜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号公证书。1999 年 12 月 17 日，署名为戴 X 端的

讼，要求法院判令东 X 公证处赔偿鉴定费 2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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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05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0 月的误工费 33 000

一、北京市东 X 公证处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

元，交通费和杂费 8 883.8 元。诉讼过程中，戴 X

偿戴 X 宜法医鉴定费 22 000 元、误工费 29 000

宜为证明其已经支付鉴定费提交了北京市行政事

元、交通费 3 000 元、邮费 50 元；

业性统一银钱收据，
并且提供了单位证明交通费和

二、驳回戴 X 宜的其他诉讼请求。

邮费的票据证明其已支出了相应费用。

宣判后，东 X 公证处不服，提起上诉。

东 X 公证处认为，戴 X 宜单方委托司法鉴定

本院经审理后认为，
在戴 X 宜等人诉请确认赠

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并非该处撤销公证书的主要

与协议无效纠纷案件中，戴 X 宜等人向原审法院

证据，并且该笔费用明显高于正常的鉴定费用。另

提交了鉴定结论作为证据，
原审法院在审理期间亦

外戴 X 宜提供的单位证明及交通费、邮费的单据

委托其他鉴定机构重新进行鉴定，据此法院判决确

均不能证明戴 X 宜确实支出了上述费用。

认赠与协议无效。然后，东 X 公证处基于生效判决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东 X 公证处为戴 X 端

撤销了第 5778 号、
5775 号公证书。根据以上事实，

办理赠与公证期间，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致使赠与

原审法院认定戴 X 宜提供的鉴定结论系东 X 公证

书被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协议。此后，东 X 公证处

处撤销第 5778 号、5775 号公证书的主要证据，并

根据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撤销了(99)京东证内

根据戴 X 宜提交的北京市行政事业性统一银钱收

字第 5778 号、5775 号公证书，因此东 X 公证处应

据及中国法医学会的书面材料等材料，确定东 X 公

承担出具上述公证书给戴 X 宜造成的合理经济损

证处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妥。又因戴 X 宜在处理撤

失。戴 X 宜为证明相应损失数额提交了北京市行

销公证书事宜过程中，势必会造成误工损失以及交

政事业性统一银钱收据等证据，
同时结合中国法医

通费、邮费等合理损失，故东 X 公证处的上诉理由

学会的书面材料，考虑到该鉴定结论系东 X 公证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处撤销上述公证书的主要证据，故戴 X 宜要求东 X

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

公证处赔偿鉴定费等损失，应予支持。

诉，维持原判。

据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如下：

男子耍手段抵押妻子婚前房产，妻子诉讨说法，公证处都被卷进去了
原创：2021-02-16 上海法治报

谢钱钱

https://mp.weixin.qq.com/s/GOTh9Tz2AzwCIWVjxAz4vw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广东这对夫妻却不同
丈夫找人冒充妻子办理假公证
将妻子房屋抵押借了 170 万
直到房子快被拍卖了妻子才知
妻子将丈夫、两家公证处诉上法庭
公证处到底应不应该负责？
法庭上，双方展开激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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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人冒充妻子办“假公证”

两《公证书》
，两公证处在复查后均撤销了公证书。

房子快被拍卖妻子才知

张某也与何某自行协商达成和解，何某同意张某向
其支付借款本息共约 300 万以了结该案。除上述

2009 年，女子张某与男子刘某步入婚姻的殿

款项外，张某还支付了执行费 3 万余、涉案房屋评

堂，二人的感情却并非一帆风顺。据张某称，刘某

估费 1 万余元及维权（律师）费 10 万元。随后，

从 2012 年开始，以到外地做生意为由，经常离家

张某将海珠公证处、南方公证处、刘某诉至广东省

外出，并从 2014 年 1 月起离家在外单独居住，夫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要求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妻感情并不和谐，
刘某甚至还打起了妻子婚前购买

珠海法院认为，
刘某指使她人冒充张某办理公

的一套房产的主意。

证并将涉案房屋抵押给何某的行为已造成张某重

2014 年 4 月的一天，
刘某找一女子冒充妻子，

大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法院认为，

携带妻子真实的身份证、结婚证等文件办理公证。

执行款、执行费以及房屋评估费应该由刘某负担，

内容为，张某委托刘某为合法代理人，代为执行和

但律师费用并非必要支出，
该费用的支出与刘某的

处理办理该套房屋的抵押贷款、抵押登记、签订房

侵权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刘某应向张某赔偿 301

屋抵押借款合同、
办理相关公证及抵押登记等手续。

余万元。

4 月 10 日，海珠公证处出具《公证书》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相关规定，法

5 月 7 日，南方公证处也出具一份《公证书》，

院认为，公证机构只是证明机构而非鉴定机构，即

内容为，张某委托刘某为合法代理人，可向银行或

使存在公证结果错误的问题，也应认为公证机构已

其他金融担保公司、
个人办理用上述房产作为抵押

依法履行其审查义务，两公证处的操作已穷尽当时

物的抵押贷款或担保抵押手续，签署抵押贷款合

条件下必要的审查手段，
不能认为公证机构存在过

同......

错。

就这样，凭借这份公证书，5 月 12 日，刘某

面对这样的结果，张某不服，并向广东省广州

向陈某借款 150 万元，并以张某代理人的身份与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
，两人办理了抵押登记
手续。
同年 7 月 10 日，
刘某向何某借款 170 万元，

公证处无过错？

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7 月 15 日，刘某、何

法院：未采取辅助手段

某及陈某向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出抵押权注

张某认为，
两公证处没有严格依照公证法相关

销登记及抵押权再登记申请。

规定，对涉案公证书中的委托人身份、签名的真实

但后来，由于刘某没有及时清偿借款，何某向

性进行严格审查。她表示，当时蒙骗的女子相貌根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刘某向何某归还借款本金

本与自己存在较大的差异，
也与身份证相片存在较

及利息，刘某却并未履行。何某只好申请执行，法

大差异

院拟拍卖张某房屋产权。直到在拍卖过程中，妻子

公证处则表示，
出具公证书符合公证法律法规，

张某终于发现了她人冒充其到两公证处办理涉案

由于公证处人员难免根据现实情况识别不出来，刘

房屋委托公证事宜的真相。

某找人冒充张某，在两个公证处都识别错误这种概

一审判决

率是很小的，公证处认为已尽到了谨慎审查义务。

丈夫负担费用、公证处无过错

张某的身份证是 2005 年 4 月出具，身份证的照片
与办理公证时已经相差 10 年，当时刘某作为张某

震怒之下，
张某分别向两公证处申请撤销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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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证以及结婚证等文件，
可以据此认定是张某本人。

张某本人相貌还是明显可以甄别出来的。
根据该指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焦点在于两公证处是否存

导意见，公证机关可要求当事人提交其他证明材料，

在过错、应否对张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通过其在其它证明材料上的签名、相片等作为进一

《公证机构审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导意见》
第八

步确认当事人的身份辅助手段。综合本案事实，公

条、第九条规定：
“......经辨认当事人的相貌特

证机关并未采取该辅助手段，故本案可认定公证机

征与其提交的身份证件上相片的相貌特征差距较

关存在过错。

大且难以认定同一时，
公证人员应当要求当事人提

法院最终酌定海珠公证处、
南方公证处对刘某

交书面说明并提交其他证明材料，
同时可以采取其

不能清偿张某损失部分分别承担 10%和 5%的补充

他方式作为辅助确认手段”
。

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
公证机关办理公证时对于自然人的

见习记者 | 谢钱钱

身份同一认定应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注意义务。根

编辑 | 谢钱钱

据公证机关留存的照片比对，
冒认张某的办证人与

宝安公证处开出首张遗产管理人公证书
原创：2021-02-23 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罗慧怡 通讯员 李安琪
https://appdetail.baoanone.com/cms/content/2021-02/23/content_37720.html

春节前一个周末的下午，
宝安公证处副主任郑

遗产管理人公证，该公证文书应以什么样的形式出

晓莉收到一条信息：
“抱歉周末打搅，吴总（化名）

具、管理人的职责要列明哪些、申请方是谁……这

家人告知我们，吴总（化名）已经过世了……”看

些关键问题均无先例可循。

着信息，郑晓莉想起 5 个多月前上门办理公证遗

此时临近春节，遗嘱继承人表示，希望在春节

嘱时，吴总（化名）反复问公证员的一番话：
“你

前完成相关公证工作。宝安公证处委派公证员张富

也是一个女儿，
你觉得我作为父亲在遗嘱里对女儿

娴承办本案，宝安公证处副主任吴伟东、郑晓莉与

财产的安排是否合情合理？”

公证员共同加班加点研讨遗产管理人制度，查阅相

因吴总遗留财产较多，财产类型也较复杂，遗

关法律文件资料，商讨公证方案，最终决定以《推

嘱继承人希望共同推选遗产管理人妥善管理和分

选遗产管理人确认书》《接受选任遗产管理人确认

割遗产，以减轻他们处理遗产事务的压力，有更多

书》做成意思表示确认证书，并依据《公证法》第

时间让家人在一起，相互抚慰失去至亲的伤痛。吴

11 条有关身份公证的规定做成遗产管理人身份证

总生前聘请的顾问律师团队——北京市盈科
（深圳）

书，让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获得公权力背书。随后，

律师事务所家族法律事务中心律师也向宝安公证

公证员张富娴与助理上门为遗嘱继承人办理了遗

处正式提出，
他们被遗嘱继承人推选为遗产管理人，

嘱继承权公证。至此，宝安公证处首张遗产管理人

希望这个身份能以公证书形式出具，
以解决遗产管

公证书在今年春节前诞生。

理人的权利外观问题，即通过出示公证书，向第三

“惟愿手持这一份公证文书的管理人能不负

人证明遗产管理人的身份和权利。

吴总生前对妻子的牵挂、
为子女用心良苦做出的遗

遗产管理人制度是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

产分配安排，尽职履行管理人职责，保护继承人的

行的民法典中新增的制度，
宝安公证处尚未办理过

平等权益，妥善管理和分割遗产，促成遗嘱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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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互谅互让、和睦团结，完成吴总在遗嘱中希望的

解决了遗产纠纷的诉讼担当问题。一方面，积极处

‘子女们爱护孝顺我的妻子，家人间相互理解、尊

理遗产债务是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另一方面，

重和帮助，家族兴旺长青’
。
”作为曾经承办吴总公

若产生纠纷，遗产债权人也可将管理人列为被告，

证遗嘱的公证员，郑晓莉动情地说道。

通过起诉的方式保障自身权利。当然，独立的法律

据悉，
宝安公证处将持续跟踪遗产管理人公证

身份也意味着，遗产管理人可以起诉遗产债务人，

书的使用情况，
监督管理人履职情况直到管理人处

追回债务，保障继承人利益。

理完遗产相关事务，并在后续不断探讨、完善办理

此外，遗产管理人如果由遗嘱指定，说明这个

相关程序。

人是立遗嘱人信得过的，
如果继承人之间有不同意
见，管理人能起到调解的作用；继承分割完成后，

翻开民法典

管理人还要帮助完成登记手续。

保障继承人，也保障债权人

Q：遗产管理人由被继承人遗嘱指定或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作为民法典新增制度，
明确了遗产

共同推举后，应如何向第三人证明自己是遗产管理

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职责和权利等内容，宝安公证

人，可行使相应权利以履行职责？

处副主任郑晓莉对其中可能涉及的热点问题进行

A：民法典未具体规定遗产管理人权利证书，

了解答。

遗产管理人可能会因为缺乏权利外观而难以履行

Q：遗产管理人制度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职责。
司法实践中，对于担任遗产管理人有争议的，

A：实际上根据我国民间的传统，在处理遗产

法院介入后由法院确定遗产管理人，
法院的判决可

时，一般谁拿遗产谁就做遗产管理人，如果是共同

以作为权利证书。

继承，继承人未推选的，那就共同担任。这时的“遗

但对于这个问题中涉及的无争议遗产管理人，

产管理人”是天然形成的，不需要用到民法典的遗

多数国家为遗产管理人设置了统一的法院证书作

产管理人制度。这个制度适用于少数人群，例如财

为权利外观。具体到我国，目前我国没有非讼程序

产数量和种类较多较复杂的家庭、特殊家庭，另外

法，也没有专门处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院、遗产法

有争议的继承和无主财产也可利用此制度。

院等专设司法机构，
可考虑通过法院的确定之诉作

Q：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哪些职责？

出遗产管理人资格的确认裁定，或由公证处依据

A：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履行的

《公证法》第 11 条有关身份公证的规定做成遗产

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

管理人身份公证书。

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

Q：民法典对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规定是高度概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

括性的，在实践应用中可能出现诸多问题，宝安公

规定分割遗产；
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

证处将如何应对？

为。

A：首先，对于已经出具遗产管理人公证的这

具体到实践中，
在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时，

宗个案，宝安公证处将持续跟踪遗产管理人公证书

遗产管理人还要保护债权人利益。
由于继承时要清

的使用情况，监督管理人履职情况直到管理人处理

偿遗产债务，
一些继承人选择恶意放弃继承以逃避

完遗产相关事务。其次，对遗产管理人制度本身，

债务，同时又继续占有遗产，如占有房屋并获得租

宝安公证处也将不断探讨、完善办理程序，希望与

金、知晓被继承人银行卡密码并继续转账等，债权

法院、民政部门、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法律共同体

人会因无法确认被告而难以主张权利。
遗产管理人

共同推动这项制度落地执行，发挥制度的法律效果，

对遗产有保管权、处分权、清算权、诉讼权等，这

完善遗产的处理，保护债权人利益，促进家庭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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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融。

律师作为法律服务人员的角色定位和专业技
能也与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吻合。
“家

延伸

事案件往往不是非黑即白，处理时要情、理、法三

遗产管理人 现代版“舅公”

者兼顾。”上官维华说，民间有谚语“天上雷公，

民法典并未对担任遗产管理人作出资格限制，

地下舅公”
，形容舅公既有威望又处事公道，常被

也就是说，尊重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意思自治，只

请来处理分家、遗产分割等家族事务。遗产管理人

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能够完成管理人工作职

的角色就类似现代版“舅公”或吴语区所称的“娘

责即有资格担任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可由继承

舅”，既要有法律专业能力，能捋清复杂的资产结

人担任，也可由其他自然人、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

构、处理好债权债务问题，也要有调解能力，减少

织担任。

继承人之间的推诿与纠纷，
让遗产继承进行得更顺

虽然没有资格限制，
但当开始考虑指定遗产管

利。

理人时，不少人将律师作为首选。宝安公证处开出

事实上，在民法典确定遗产管理人制度之前，

的首张遗产管理人公证中，
遗产管理人便是一家律

聘请律师处理遗产继承事宜的情况并不少见，
只是

师事务所；今年 1 月，深圳市公证处公布首批遗产

在梳理被继承人财产过程中，无论是到银行、住建

管理人（机构）推荐名录，名录中包含 50 家律师

部门等调查被继承人名下动产与不动产，
还是到司

事务所；2 月 8 日，深圳市律师协会在对报名律师

法部门调查被继承人债权债务情况，
每一项都需由

进行培训和考核后，组建了由 357 名律师组成的

继承人进行授权委托
（对继承人的身份也要进行确

深圳市“遗产管理人”律师库，供市民选择遗产管

认，程序较复杂），不但要重复操作授权事宜，授

理人时参考。

权还可随时撤回。而有了遗产管理人资质后，管理

广东润鹏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官维华是深圳市

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不能任意解任或变更，更

“遗产管理人”律师库成员，据她介绍，律师可以

重要的是，
管理人在清理遗产与各个机构沟通和办

担任遗产管理人，
也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代理人。

理事务时更方便。
“但是目前相关配套还不够完善，

作为律师，
其拥有的调查取证权与遗产管理人权利

即使管理人出具了相应的资质证书，
有些机构可能

结合，可更好地达到管理遗产的目的。
“例如处理

依然不认可。”上官维华说，民法典只用五个条文

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律师作为遗产管理人，在制

寥寥数百字对遗产管理人制度进行规定，
在实际执

作遗产清单时可以启用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能更好

行中，会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各地都在摸索如何更

地完善遗产内容，
最大限度避免遗漏的存在。同时，

好地适用这一规定，深圳或可善用特区立法权，在

可以作为遗产管理人处理遗产中存在的债权债务

立法权范围内更好地促进这项制度的完善。

的纠纷、诉讼等。
”上官维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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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异域资讯
最民主的立法之一？俄罗斯关于代孕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制
原创：2021-01-27 天笑阁

杨振楠

https://mp.weixin.qq.com/s/FrKfw_2aAW3x3bFjFyhnew

作者：杨振楠

俄罗斯应属于私法自治性，所谓私法自治型，是指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国家对于代孕行为制定规则，私人之间依据私法途
径完成，政府不予监管，美国的许多州便属于这一

摘要：近年来代孕作为人类辅助生育方式的一种，

类型。

它的临床运用对人类的生育方式、社会伦理道德、
法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法律

二、俄罗斯有关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

伦理道德难题，
代孕问题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

（一）法院管辖权问题

会现象，但国内立法对代孕态度模糊，考察到俄罗
斯对代孕行为的研究比我国要早，
其关于代孕的立

莫斯科国立法律大学民事与行政诉讼法系副

法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民主的立法之一，
研究俄

教授 A.T.邦纳在他《人工授精：现代医学和人类

罗斯代孕模式规制对中国探讨代孕法律问题有一

社会的碰撞》的书中对涉及代孕的父子（母子）法

定的积极意义。

律关系争端的诉讼案件结构进行了大规模分析，他
指出这类诉讼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
争讼也变得更

关键词：俄罗斯；代孕；亲权；合同；法律规制

加多样化。
其中对结婚登记处拒绝登记单身男女作

一、俄罗斯有关代孕的社会背景及立法现状

为孩子的父母的案件已逐渐从司法实践中消失，相
反出现了更多其他类型的争端，
包括基因父母与医

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之后，
低出生率是造成俄罗

疗机构，代孕母亲与医疗机构之间的纠纷，亲权争

斯人口持续减缩的主要原因。据俄媒统计，截止

议纠纷，以及遗传父母与代孕母亲之间的纠纷等。

2006 年俄罗斯有 1000 万育龄人口没有生育能力，
2007 年 1 月 1 日俄罗斯首次实行母亲（家庭）基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金制，
政府在提倡传统生育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推广

16 日通过了第 16 号决议《关于法院在审查涉及儿

代孕。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和《俄

童身份的案件时适用法律的问题》，至此关于法院

罗斯联邦健康保护法》
共同构成规范这种生殖的主

审理有关在代孕母亲帮助下出生儿童的父子关系

要法律基础，
同时俄罗斯联邦也有一些特别条款对

（母子关系）争议案件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决议指

代孕作出了规定，如俄罗斯联邦卫生部 2012 年 8

出俄罗斯代孕中亲子关系要根据代孕母亲在受孕

月 30 日发布第 107n 号“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

之前与基因父母签订的生育合同加以确定。安托科

的程序，禁忌和限制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命令。

拉斯基在其主编的家庭法教科书中称，这一立法解

考察国内外代孕立法和学界对此的态度 ，基

决应被视为“俄罗斯家庭法”的成就之一，因为它

本上有对代孕进行规制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解决办法，解决了一个道德上复

私法自治型、政府管制型和完全禁止型。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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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然而法律并不承认儿童与代孕母亲之间没

亲子关系登记提出质疑的主体包括登记结婚的配

有遗传联系是代孕母亲丧失被登记为儿童母亲的

偶、未婚夫妇和单身妇女，第 323-FZ 号联邦法作

权利的无条件理由，根据“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第

为一项特别适用于俄罗斯联邦的法律，虽然扩大了

51 条，生母具有优先权，即只有在代孕母亲同意

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质疑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的

的情况下，基因父母才被记录为遗传父母，但我们

人的范围。
但仍没有解决单亲父亲通过代孕母亲生

都明白当一个妇女怀着孩子的时候，
他们彼此间会

育登记的权利问题，
俄罗斯境内学者一直在提请注

建立一种无法解释又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代孕母亲

意立法的必要性。

的心理上她无法将孩子传给遗传父母，
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
代孕妈妈与基因父母的之间的利益矛盾往

在俄罗斯，
代孕是一种公认的治疗不孕症的方

往会导致诉讼，并对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提出质

法，因此由于医疗原因无法生育的妇女自然有权对

疑，
要求撤销民事登记簿上的父子关系
（母子关系）

亲子关系的登记提出异议，
但不能生育的单身男子

登记。对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提出质疑的诉讼在

却被不合理地剥夺了这一权利。
莫斯科国立法律大

传统上与亲子关系的诉讼争端是一种类型的争端，

学民事与行政诉讼法系副教授 A.T.邦纳指出，拒

但由于该类法律关系的特殊性，
在诉讼程序也具有

绝单身男子申请代孕子女登记违反了
“俄罗斯宪法”

某些特点，根据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 23

的规定，他指出对单身男子权利的保障不仅基于

条规定，
该类案件被排除在治安法院的管辖范围之

“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7 条规定的国家对父子亲

外，同时也不属于地区法院的管辖范围。

子关系的支持，
也基于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的人权、
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平等，第 19 条第 3 款也强调了

确定这类案件的管辖权成为解决该类案件优

男子和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享有平等的行

先考虑的问题，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全体会议在

使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机会。

2017 年 5 月 16 日的决议中第 16 号“关于法院在
审查涉及儿童身份的案件时适用法律的问题”
中明

在 2010 年 8 月，莫斯科巴布什金斯基区地方

确，
基于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 28 条和第 29 条

法院发布了第一个有关单身男子登记的俄罗斯判

第 1 款和第 3 款的规定，确认亲子身份关系的诉

例，这项判决已成为整个国家的里程碑。法院裁定，

讼案件，当事人应向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该决议旨

在俄罗斯法律中，“没有任何禁止或限制未婚男子

在为寻求保护儿童权利和利益的主体以及儿童本

通过人工生殖方法实现自己成为父亲的可能性，拒

人创造更有利的司法条件，
确保他们有权参加法院

绝对孩子的出生进行登记并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不

诉讼。这是一项解释性规定，根据该解释，在这些

仅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也侵犯了其新生婴儿的

不同类别的儿童纠纷中，
都可以根据申请人的选择

权利和合法利益。”考虑到“现行立法并未规范没

扩大规则的适用范围。

有父母但只有父亲的孩子的有关建立亲子关系和
登记生育的问题”，法院认为有必要“类推使用现

（二）单身男性的登记问题

行家庭法的规范”，并特别指出“缺乏法律规范不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中规定的因代孕而有权

能成为减损或侵犯儿童及其父亲的权利和合法利

被登记为子女父母的人的范围与“联邦宪法”规定

益的理由”
，同时法院宣布公民身份登记部门因孩

的有权被登记为子女父母的主体并不一致，2011

子的出生父母是单身父亲而拒绝登记的做法是非

年 11 月 21 日第 55 号联邦法中第 323-FZ 号“保

法的。随后俄罗斯法院在涉及“单身”父母（包括

护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的基本原则”
规定的有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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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
的类似案件中都进行了几乎相同的判

有在分娩妇女（代孕母亲）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作

决。

为子女的父母进行登记。
这意味着只有在代孕母亲
同意的情况下，
遗传父母才获得父母的权利和义务，

俄罗斯最著名的单身父亲是流行歌手菲利

那么如果代孕母亲拒绝，
遗传父母将仅仅是基因捐

普·科科罗夫，在代孕母亲的帮助下，他的女儿阿

献者的地位，同时代孕妈妈将被登记为孩子的母亲。

拉维多利亚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出生，他的儿子
谢尔盖·拉扎列夫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出生。还有

应当指出俄罗斯的这种做法是最不正式的
（与

受欢迎的歌手谢尔盖·拉扎列夫，其儿子尼基塔和

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立法不同，
俄罗斯法律对

女儿安娜也都在代孕母亲的帮助下出生。

代孕母亲合同的形式及其实质性条件没有规定任
何要求），它更倾向于平衡遗传母亲和代孕母亲的

（三）监护登记是否需要代孕母亲的同意

权利。
但立法者将代孕母亲的权利优先于出生子女

各国对代孕法律关系的监护登记进行法律调

的遗传父母的权利，这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

整有两种基本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代孕母亲所生子

第 38 条规定的保护家庭，母亲和儿童的原则，同

女的所有权利都属于遗传父母；
第二种途径是只有

时在实践中也带来代孕妈妈讹诈亲生父母的风险。

在代孕母亲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由孩子的父母记录
为遗传父母。

而在现实的做法却与法律规定大相径庭，
比较
典型的案例是奥尔加诉斯维特拉娜案件（«Мир

2006 年 8 月 13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首次在立法

имская против Безпятой

层面上确立了订立代孕母亲合同的可能性，
同时在

»），在本案中奥尔加委托斯维特拉娜代孕，但在孩

《婚姻和家庭法典》第 53 条给出了代孕母亲的定

子出生后 1.5 个月，斯维特拉娜拒绝交出孩子，于

义，
即如果遗传母亲在生理上不可能怀上孩子或怀

是奥尔加将斯维特拉娜诉上法庭，但能支持奥尔加

孕对母亲和（或）孩子的生命有危险时，则由妇女

的证据很少，据称实施代孕的诊所也否认存在代孕

（代孕母亲）从另一妇女（遗传母亲）体内取出的

协议，
也没有文件证实对妇女作为代孕母亲进行检

卵子并生下孩子。根据“辅助生殖技术法”
，代孕

查，但最终普雷斯涅斯基法院承认奥尔加为母亲。

合同应以书面形式订立，并须经公证；已婚者在配

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只有在代孕母亲的同意下才

偶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订立代孕母亲合同；
应当指出

可以登记，
一般管辖法院的判决违反了生下代孕女

代孕母亲有义务转移孩子，
基因母亲有义务接受孩

性的意愿，与俄罗斯联邦法律相抵触。显然解决这

子；代孕母亲对孩子没有权利，只是根据合同提供

一问题的复杂性是由于俄罗斯没有法律能够充分

有偿服务：法律对该部分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它不

规范代孕母亲和亲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

允许条约缔约方逃避其所承担的义务，
如不转让或

（四）基因父母与代孕母亲纠纷情况的认定

不接受儿童；
同时乌克兰法律有规定代孕母亲所生
子女的基因父母将被自动记录为其亲生父母，
不需

根据《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第 51 条，生母具

要代孕母亲的同意。

有优先权。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情况：当遗传父母逃
避承担抚养责任，而生母同样遗弃其生育的婴儿时，

而俄罗斯联邦的立法者采取了略有不同的做

谁将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又如代孕妈妈的死亡

法，根据“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第 51 条，结婚并

问题，若代孕妈妈在生产后、同意基因父母的登记

书面同意为生育目的将胚胎植入另一妇女的人，只

前死亡，那么就会面临基因父母因缺乏登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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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而不能登记为父母，
那么孩子的登记及抚养问

代孕协议可以是商业性的，
也可以是非商业性

题如何解决？

的（利他主义的）。前者规定了物质报酬，而后者
除怀孕期间的费用外，不规定任何报酬。非营利性

遗憾的是俄罗斯立法并没有对儿童无人认领

代孕方案通常是针对亲属实施的，参与者可能不符

情况下对生母或遗传父母的义务作出规定，
若根据

合生殖立法的一般要求。
商业方案通常由中介机构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第 48 条的一般规则：
“根据

提供。

证明母亲在医疗机构将孩子生育的文件、
证人证词

（二）合同主体

或其他证据来确定子女与母亲的亲子关系
（母亲身
份）
。
”那么接受分娩的医疗机构签发一份文件，在

关于代孕母亲合同主体的问题，
毫无疑问代孕

证明代孕母亲生下了婴儿下是否可以使其承担抚

母亲和基因父母是这种合同的当事双方，
但由于代

养孩子的义务？但与此同时本案中的代孕母亲是

孕母亲合同对象的特殊性，
其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医

否同样有权利基于孩子在遗传上不是她的基因这

疗手段
（培养胚胎并将胚胎转移到代孕母亲体内），

一事实提出质疑呢？

显然无论是代孕母亲还是潜在的基因父母都不能
单独进行必要的医疗操纵。
因此它们需要能够采取

同时解除基因父母和代孕母亲之间的合同是

必要行动的第三方的参与：医疗组织。因此需要将

俄罗斯有关代孕法律制度规定的另一个弱点，
如果

代孕合同视为一种三方合同:代孕母亲，基因父母

代孕母亲在代孕后未分娩前想中断代孕关系，
她面

和医疗组织之间的合同。

临着两个选择：或是人工流产，或是产下胎儿再依
据家庭法予以放弃。但在俄罗斯的现实情况下，第

同时俄罗斯也有学说将代孕合同视为代孕母

一种选择只能在怀孕期长达 12 周后进行，因为俄

亲与基因父母之间的双边条约，
这种做法似乎是错

罗斯联邦关于保护公民健康的基本立法第 36 条规

误的，
因为代孕母亲与基因父母双方实际上无法进

定了一般规则，
只有在有正当的社会或医疗原因的

行必要的医疗操作，
如果没有第三者代孕机构的介

情况下，才考虑在怀孕 12 周或 12 周以上的情况

入，代孕母亲和遗传父母就无法达到代孕的目的。

下堕胎；在第二种选择中，孩子分娩后代孕妈妈将

在这种情况下，
代孕母亲与遗传父母之间的
“契约”

被登记为父母，
拥有家庭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只能被视为某种形式上的事前契约或意向性契约。

但当代孕妈妈根据“家庭法”放弃权利义务时，也

（三）合同性质

意味着孩子被遗弃。
俄罗斯学者有观点指出代孕母
毫无疑问的是代孕关系由合同关系调控，
当下

亲的行为可以类比为有偿提供合同中的提供服务

俄罗斯法律学界正在讨论这种合同的性质。

方，这意味着“在提供服务方单方面拒绝履行合同
时可以适用《俄罗斯联邦法典》第 39 章的规定，

一部分人（例如Т.В.克拉斯诺娃）认为这种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履行合同条款的代孕母亲将有

合同可以根据“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关于有偿提

义务向基因父母支付损害赔偿金。

供服务合同的规定进行。
尽管代孕合同根据特征非
三、代孕合同的定性

常类似有偿提供服务合同，
但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系
列的区别，特别是根据俄罗斯法律中，代孕合同可

（一）是否有偿

以有偿也可以无偿，
对于有偿提供服务的合同而言，
这是不典型的，
也因此排除了归因于其种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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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Е.С.米特里亚科娃指出：
“立法者应考虑

根据俄罗斯联邦健康保护法规定，代孕母亲的

到代孕合同与有偿提供服务合同不可否认的相似

年龄需在 20 岁至 35 岁之间，且至少已经生育过 1

性，同时考虑到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第 39 条：

个健康孩子，提供关于同意医疗介入的书面信息的

“......虽然该合同有时是无偿的，
但在大多数情

女性均可成为代孕母亲。
已经注册法定婚姻关系的

况下是有偿的”
，因此可以认为代孕合同具有有偿

女性只有在经过配偶的书面同意情况下，
才能成为

服务合同的特点。

代孕母亲，代孕母亲不能同时作为卵子的捐献者。

而Т. Е.鲍里索沃伊认为，把代孕母亲合同

与俄罗斯联邦未婚妇女和已婚妇女都可以成

的一部分归为有偿提供服务合同，
而把另一部分置

为代孕母亲（只要丈夫书面同意）不同，白俄罗斯

之不理是不正确的，
应当将代孕母亲合同作为一种

法律规定代孕母亲必须已婚，同时白俄罗斯法律规

独立的合同。

定了一些例外情况，允许年龄较大的妇女（包括 49
岁以下的妇女）成为代孕母亲。

也有一部分人（例如С.Ю.恰什科娃）认为尽
管代孕合同具有民事性质，
但更应属于家庭法律法

在实际操作中，
准代孕母亲还需进行全面的健

规领域，准确地说，该关系处于处于公民权利和家

康检查,测试激素水平,进行子宫疾病、艾滋病、肝

庭权利的边界，Н.Ф. Звенигородс

炎和衣原体等检测。在满足了这些条件后,代孕机

кая也是该特殊的“家庭法律”合同的支持者。

构会安排准代孕妈妈与客户见面,并最终在律师的
帮助下签订合同,列清孩子归属、代孕妈妈保障等

当前在俄罗斯实践中，
代孕合同被视为民事合

条款,以确保各方利益。此前在代孕市场，客户甚

同，
适用现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有关有偿服务合

至可以要求选择孩子的性别，但这一做法现在已被

同的规定。

禁止。

四、限制原则

（三）对代孕机构的限制

（一）对接受代孕服务主体的限制

合同中提供医疗服务的“执行方”
为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可以是公共卫生系统的一部分，
也可以是

应当指出，
在俄罗斯只有满足俄罗斯联邦卫生

私人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登记；凭许可证

部 2003 年 2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使用辅助生殖

从事医疗活动等。

技术治疗女性和男性不孕不育症》
中列出的原因才

五、俄罗斯代孕立法的困境

有可能使用代孕方法，因此，当有生育能力的妇女

各国之间的法律差异导致越来越多的国民希

自己不想生孩子，而寄希望于使用这种方法的，理

望从允许代孕的国家通过代孕母亲获得子女，
俄罗

论上是不行的。

斯关于代孕的立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民主的立
法之一，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尚未制定一项统

这些原因大概包括：
无子宫
（先天性或后天性）；

一的法律，所有方案都在一个框架内执行；同时俄

先天性畸形或疾病导致的宫腔或宫颈畸形；
不宜怀

罗斯法律仅对代孕的某些方面作出规定，
其中大多

孕的疾病；多次尝试授精失败。

数只涉及医疗方面，
而法律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

（二）对代孕母亲的限制

决，如没有具体规定代孕程序本身、代孕母亲与基
因父母之间合同的实质内容、合同的性质，没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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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定代孕母亲同意转让子女的形式等程序问题、

[14]王贵松,2009(4).中国代孕规制的模式选择 [J].

没有为基因父母提供保障，
代孕母亲可以对孩子做

法制与社会发展．

任何她想做的事：她可以保留孩子，也可以敲诈父

[15]Семейный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

母终止妊娠；
同时法律也没有对代孕以及代孕合同

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приня

给予明确定义。

т Гос. Думой 8декабря 1995 г.
[16]Об актах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参考文献

состояния: федер. принят Го
[1]杨立新,2016(7).适当放开代孕禁止与满足代孕正

с.Думой 22 октября 1997 г.

当要求—对“全国首例人体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后续法

[17]Peter Stinger and Dean Wells, 1984.The Rep

律问题的探讨 [J]. 法律适用.

roductive 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朱晓峰,2016(1). 民法典编纂视野下胎儿利益的

[18]С.В.Алборов,2017. Правоот

民事规范—兼评五部民法典建议稿胎儿利益保护条款 [J].

ношения в сфере суррогатно

法学评论．

го материнства.Семейное пр

[3]参见杨彪,2015(4). 代孕协议的可执行性问题:市

аво.

场、道德与法律 [J].政法论坛．

[19]Ирина Ильинична Черных,

[4]于皓,2016(12). 试谈社会和谐前提下的代孕行为

2017.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ссмотрени

及规范措施 [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я в суде дел об оспаривании

[5]朱晓峰,2017(1). 非法代孕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

отцовства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в п

原则的实现—全国首例非法代孕监护权纠纷案评释 [J].

равоотношениях суррогатно

清华法学.

го материнства.главная тем

[6]李双元,2014(3). 杨德群.论公序良俗原则的司法

а.

适用 [J].法商研究.

[20]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Бесед

[7]梁慧星,1999.民法学说判例和立法研究:第二册

кина,Право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

[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е института суррогатного м

[8]刘士国,2016(2).中国胚胎诉讼第一案评析及立法

атеринства в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

建议 [J].当代法学．

ранах 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

[9] 何勤华,2002(3).法的移植和本土化[J].中国法

ции.практика.

学

[21]В.В. Ясеновая,2010.Суррог
[10]李惠,2014(4). 论代孕的分类与法律涵义 [J].

атное материнство.Вестник

医学与法学.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

[11]张圆圆,2007(12).对利他合同的探讨 [J].法治

ВД России №5.

研究.

[22]Г.Б. Романовский,2009.Пра

[12]刘长秋,2016.代孕规制的法律问题研究 [M].上

во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суррог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атного материнства. Семейн

[13][美]马瑟,2005.合同法与道德 [M].戴孟勇,贾林

ые правоотношения.

娟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342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23]Хурцилава Л.А,2007.Догово

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П

р о суррогатном материнств

раво и Oбразование № 12.

е.Юрид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 3.

[26]А.Х.Ульбашев,2017.Договор

[24]Т.В. Сорокина,2010.Суррог

суррогатного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атное материнство: понятие

как согласование воль в сем

и критерии его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ейн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Бел

Трибуна молодого ученого.

аруси,Казахстана и России.В

[25]В.В. Самойлова,2009.Пробл

естник ВГУ. Серия: Право

емы суррогатного материнст

编辑｜方士远

爱尔兰代孕问题规制的特点
2021-02-05 人民法院报 第 08 版 王 蒙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2/05/content_200955.htm?div=-1

由于代孕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关涉到多个权利

1 个月，也不超过 6 个月内寻求申请。

主体的参与，因此代孕引起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

但是，
考虑到需要就代孕问题开展进一步的政

伦理和道德问题，如儿童的潜在商品化、通过代孕

策调查和磋商程序，代孕提案随后从 2014 年法案

出生的儿童的心理发展及对充当代孕者的剥削等

中删除，直到 2017 年辅助生殖法案才提出代孕的

等。由于在这些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一些国家对

规制政策，
在其人类辅助生殖总体计划中提出了在

代孕采取了不同的规制办法，
如新近的爱尔兰的亲

爱尔兰引入一个全面的代孕监管框架，其与 2014

子关系法改革草案便对代孕进行了规制。

年法案中提出的模式大致相似，
但也存在一些显著

在亲属关系改革走在世界前列的爱尔兰，
因为

差异，例如，2017 年法案要求所有代孕协议都由

缺乏监管政策，
导致了专门处理代孕问题立法规范

一个新的辅助人类生殖管理局预先授权，
而之前的

的缺失，在实践中带来大量棘手的问题。

2014 年法案并没有提出过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其

如同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爱尔兰父母，

拟议的代孕条例的主要内容如下：

通过在国内或国外的途径，
寻求以代孕的方式来孕

第一，人类辅助生殖总体计划第 36 条规定了

育子女。早在 2005 年，爱尔兰辅助人类生殖委员

允许代孕必须满足的若干条件。
该条建立了一个相

会就以多数人的意见，
建议应制定立法来规范代孕

当限制性的代孕模式，因为它只允许特定类型的代

行为。2014 年 1 月，爱尔兰政府在《儿童与家庭

孕安排。它规定代孕必须是国内的、妊娠的和非商

关系法案》
中纳入了规范代孕的提案。
从本质上讲，

业的。这意味着，拟议的条例将不适用于国际或跨

该法案规定了“延迟”或“出生后”的父母身份模

境代孕的情况，因此，已在国外开始代孕的预期父

式，据此，代孕者在孩子出生时将被确认为法律上

母将无法按一般计划的规定，在返回爱尔兰时确定

的母亲，意愿父母随后可以申请父母的身份声明，

父母身份；代孕也必须是妊娠的，这意味着代孕者

以解除代孕者母亲的身份。
但在作出这一声明之前，

不能与孩子有遗传关系，因此，
“传统”代孕即代

必须征得代孕者的同意，
并可在儿童出生后不少于

孕者提供她的卵子以使孩子受孕是不允许的；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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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也被禁止，
这意味着代孕者不能因为她参与了

母、代孕者、捐赠者和根据代孕协议出生的任何孩

这一过程，就能得到任何报酬。不过，合理开支是

子的个人详细信息必须记录在国家代孕登记册中。

允许的。第 41 条界定合理开支包括医疗开支、旅

意愿父母在子女出生时不得自动与该子女建立法

费、收入损失和法律咨询等。事实上，代孕者似乎

律上的亲子关系。在孩子出生后，代孕者必须同意

有权要求支付这些费用，依据相关规定来看，虽然

该子女与意愿父母共同生活。

代孕协议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合同，
但涉及支付

此后，
意愿父母或代孕者可向法院申请亲权命

代孕者的合理费用除外。

令，将父母身份从代孕者转移给意愿父母。这一申

第二，人类辅助生殖总体计划中还规定，代孕

请不能早于子女出生后 6 个星期，也不能超过子

者和意愿的父母必须符合相关的条件，
方能申请进

女出生后 6 个月。且如果代孕者有配偶的话，还须

行代孕。对于代孕者的要求主要有：其必须是爱尔

征得代孕者配偶的同意，
才能批准移转父母的命令。

兰的常住居民；以前生过孩子；至少 25 岁但不到

概括来说，爱尔兰 2017 年辅助生殖方案与先

47 岁；必须经注册执业医生和顾问评估和批准为

前监管代孕的提案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是——代

适合充当代孕者。意愿父母双方必须至少 21 岁，

孕协议的预先授权要求。
即申请使用辅助生殖技术

其中至少一方必须年龄在 47 岁以下；
常住爱尔兰；

的公民，必须向监管局申请，并获得代孕协议的书

并为孩子的受孕贡献了配子。
如果只有一名意愿父

面授权。只有在协议符合人类辅助生殖总体计划第

母，则必须适用下列条件之一：他或她必须不能孕

36 条规定的所有条件，以及协议已由代孕者和每

育；由于医疗原因不能怀孕；妇女可能在怀孕或分

一位意向父母签署的情况下，监管机构才会提供授

娩中有生命危险；
或可能因怀孕或分娩而对她的健

权。且授权一经发出，只在授权所规定的期限内有

康造成重大影响。
如果有两个预期的父母作为一对

效，最长不得超过两年。代孕协议的预先授权并不

夫妇，他们必须是：不能怀孕；由于医疗原因不能

以任何方式决定亲子关系的分配，它只是确保在儿

怀孕；妇女在怀孕或分娩中有生命危险；妇女可能

童受孕之前遵守上述所有条件。在孩子出生后，意

因怀孕或分娩而对其健康产生重大影响。

愿父母仍需向法院申请亲权确认命令，以便将亲子

第三，
人类辅助生殖总体计划还要求代孕者和

关系转移给他们。（本文系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

意向父母接受咨询，
并在代孕协议的每个阶段接受

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我国核安全治理

独立的法律咨询。这些阶段是：1.在协议之前；2.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孩子出生后，
但在孩子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之前；

项目编号：20&ZD162）

3.在申请转移孩子的父母身份时。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人类辅助生殖总体计划还规定，
每一位有意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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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规范性文件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
《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
2021-02-04 中国银保监会
https://mp.weixin.qq.com/s/nVtnBnksj7CEMTA9jxlSYA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

为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
简化已故存款人小额

了
《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

存款提取手续，便利群众办理存款继承，中国银保

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
《通知》在《中国银保

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关于简化提取已故

监会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

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
（下称《通知》
）。

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2019〕107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

号）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的提

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取手续，便利群众办理小额存款继承。

一、出台《通知》的背景是什么？

《通知》发布后，已故存款人的第一顺序继承
人（配偶、子女、父母）
、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

《通知》出台前，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

或受遗赠人，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提取已故存款

银行）办理已故存款人存款提取的主要依据是《中

人账户内存款及该行发行的非存款类金融产品，余

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

额合计在 1 万元以内（含 1 万元）的，无需提交继

（银发〔1993〕7 号），以及《中国人民银行 最高

承公证书，持相关材料即可办理提取。同时考虑地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查

区经济差异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间差异，
鼓励银行业

询、停止支付和没收个人在银行的存款以及存款人

金融机构在 5 万元以内上调免公证提取的账户限

死亡后的存款过户或支付手续的联合通知》(〔80〕

额。

银储字第 18 号)。按照前述规定，继承人提取已故
存款人存款，须提交由公证机构出具的继承公证书，

《通知》
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流程由原
先“继承公证+银行审核”简化为仅由银行进行审

银行凭以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
存款的继承权存在

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节

纠纷时，由人民法院判处，
银行凭人民法院判决书、

省公证费用支出，使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

裁定书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

下一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

上述规定对于保障存款安全、保护继承人利益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
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存款金额较小的情况下，仍

与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公证机构等建立健全联网

要求继承人办理公证，将使继承人承担不合理的时

核查机制，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查能力，保障存

间成本和公证费用支出，
特别是对于边远地区和经

款安全和继承人合法权益。

济困难群众而言，更加重了其负担。近年来，涉及
继承公证的负面公开报道和投诉屡见不鲜，银行经

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

常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

责人就《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

2019 年，中国银保监会与司法部联合发布《中

款相关事宜的通知》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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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

三、《通知》关于账户限额和继承人范围的规

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
〔2019〕

定是出于哪些考虑？

107 号）
，取消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

为了在继承便利和保护存款安全之间寻求适

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的公证

当平衡，同时防范道德风险和欺诈行为，综合考虑

要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为进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
地区和城乡差异以及部分银行

一步简化手续，切实解决小额存款继承问题，经商

已有业务实践，
《通知》将免公证提取已故存款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小额存款的账户限额定为 1 万元，并允许银行在 1

我们研究起草了《通知》
。

万元至 5 万元之间确定具体限额。从已有实践来

二、
《通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看，第一顺序继承人和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
遗赠人冒领或者侵占小额存款的概率较低，风险可

一是明确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存款的金额标

控，群众受惠面大，社会效果良好。因此，
《通知》

准、适用对象和提取范围。已故存款人在同一法人

规定账户余额合计不超过 1 万元的，第一顺序继

银行的账户余额合计不超过 1 万元（含 1 万元）

承人和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
受遗赠人可以免公

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

证提取，同时规定中国银保监会商中国人民银行可

遗赠人无需办理继承公证，
可直接向银行申请办理

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整小额存款的金额标

提取业务。鼓励银行在 1 万元至 5 万元之间具体

准。

确定免公证提取限额。
银行自身发行的非存款类金
融产品一并纳入简化提取范围，
其本金和收益计入

四、《通知》对申请人向银行提交的材料有哪

《通知》规定的账户限额。考虑到居民储蓄习惯，

些要求？

存款未结利息可不计入该限额。

《通知》规定，申请人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存款

二是申请材料要求和银行的审查义务。
申请人

人死亡事实的材料和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以及本

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存款人死亡事实和亲属关系的

人身份证件，并签署承诺书。考虑到现实情况复杂，

材料，并作出承诺。银行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

且相关部门持续推进证明事项清理工作，
材料的形

进行必要审查，在审查时应当尽到合理谨慎义务。

式、内容和出具部门可能发生变化，因此《通知》

三是风险控制措施。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通

对申请材料未作详尽要求，
由银行在审查中根据实

过提交虚假材料、作出虚假承诺等方式冒领存款，

际情况具体把握。鼓励银行不断优化服务方式，提

涉嫌犯罪的，
银行应将相关线索移交司法机关。
《通

高审查能力，在控制业务风险的前提下，为申请人

知》还要求银行加强内控管理，妥善保管客户信息

办理小额存款继承提供便利。

及交易资料，健全信息联网核查机制，提高审查能

五、银行为一名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办理小额存

力。

款提取后，如果继承人之间发生纠纷，银行对此是

四是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为做好《通知》落

否承担责任？

实工作，
及时发现和解决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通
知》要求银行业自律组织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协调

依据我国民事法律规定，
已故存款人有多个继

和服务职能，指导会员银行制定相关业务规范，协

承人的，作为遗产的存款属于连带（共同）债权，

调做好政策咨询和金融服务。

所有继承人为连带债权人，
继承人中的任何一人都

五是排除适用情形。
因涉外遗产继承情况复杂，

有权要求银行履行全部债务。因此，继承人提出提

《通知》
对涉及境外个人的存款提取事项排除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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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存款的申请，银行经审查认为符合提取要求的，
应当履行支付义务；
银行向一名继承人支付全部存
款后，即视为向全部继承人履行了支付义务。银行
对存款提取履行了合理谨慎的审查义务后，
继承人
之间可能发生的遗产纠纷不属于储蓄合同纠纷，该
类纠纷可以通过调解、诉讼等方式加以解决。
六、
《通知》与现有关于存款继承的规定如何
衔接？
一是与《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
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2019〕107 号）的衔接。
《通知》的
适用条件与 107 号文基本一致，符合条件的继承
人持相关材料，即可一次性办理查询、提取手续。
二是对于《通知》适用范围以外的已故存款人
存款提取事项，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
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
（银发〔1993〕7 号）
以及
《中国人民银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查询、
停止支付和没收个人
在银行的存款以及存款人死亡后的存款过户或支
付手续的联合通知》(〔80〕银储字第 18 号)办理。
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
厅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

编辑：韩业清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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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婚姻历史知识
生个孩子，一半像我一半像你：民国人结婚时会说些什么？
原创：2021-02-14 国家人文历史

牛腩

https://mp.weixin.qq.com/s/ge9GC2iqpDXLoOGo9oEcuA

当时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婚姻，男女订婚之后，必须
要用婚书登记，否则婚姻关系就不成立。婚书写在
竹简上，男女双方各持一半，这时候的婚书主要用
于王公贵族。民间婚书的起源和定型是在唐宋时期。
《唐律》中明确规定，男女缔结婚姻，两家需要互
报婚书，宋朝《宋刑统》也明确指出，男女要想结
婚，婚书绝对不能缺少。从此之后，婚书就成了古
代结婚必须履行的一道手续。
封图：微博@鹤小隐

身处恋爱中的人，
恨不得把世间最美好的词都
送给心中的那个人。那么，怎样文艺地表达那些浪
漫到骨子里的情话？看看民国时期那些风雅的婚
书证词，说不定还能给你提供几分灵感。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卷》局部图，古人迎亲场景

作为婚姻缔结的凭证，婚书古已有之，但在婚
书中写下一段美好的祝词，
是从唐宋时期就开始流
传的。
按照古代传统婚俗，
男女联姻是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婚书达成主要体现双方父母意志，因
此婚书中对两家的具体情况着墨甚多。
唐宋时期的婚书较前朝分类更加详尽，以宋代
为例，
婚书分为草帖与定帖，草帖一般会直入主题，

婚书证词从何而来

详细地介绍男女双方具体情况，包括家庭情况、祖
婚书是指男女双方允定婚约的文书，
也就是如

上背景以及个人情况和嫁资聘才。到了定帖就不一

今结婚证的前身。婚书中的证词也叫祝词或祝辞，

样了，男女交换定帖后，如果双方家长相互满意，

泛指在各种喜庆场合中对事情表示祝贺的言辞或

这时候就要通过媒人交换定帖，
民间俗称“换帖”，

文章。

相当于定下了这门亲事，因此内容会相对隆重，简

婚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
《周礼》中记载，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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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盛的宋朝人在文末加入了对双方婚姻缔结的美

堪称情书教科书的民国婚书

好祝愿以及对对方的肯定，
这便是婚书证词的前身。

受“男女平等、自由恋爱”新思潮影响的民国
青年男女，
在表达情意上也毫不吝啬。
文体之典雅、
辞令之优美——那些“从前慢”的爱情与诗意，通
过婚书证词便可见一斑。
遇见你，一段佳姻妙缘就此缔结

文献中记载的宋代男女家定帖文本，来源：许思源《我国
传统婚书演变研究》

受明清时期人文思潮影响，
婚书开始化繁为简，
许多虚词、套话开始被省略。

婚书内容为：

婚书内容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在清末民国之交。

葛庭燧，系山东省蓬莱县人，年二十八岁，民

和旧式结婚不同在于，
结婚双方可以自愿选择成婚

国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时生；何怡贞，系山西省灵石

对象，不拘泥于传统礼仪，只要双方同意，父母应

县人，年三十岁，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时生。今由

允即可“定婚”
。更具进步意义的一点是它取缔了

陆学善、杨承宗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年

封建宗教色彩，
否定了命相、
属相相生相克的说法，

七月七日下午三时，
在上海清华同学会举行结婚仪

只需要到纸店或书店买一式两份结婚证，
举行一个

式，恭请胡敦复先生证婚。嘉礼初成，良缘遂缔。

典礼，由结婚人、家长、介绍人、证婚人签章，再

情敦鹣鲽，愿相敬之如宾，祥叶螽麟，定克昌于厥

在婚书上贴印花税票（国民政府《印花税法》规定，每

后，同心同德，宜室宜家，永结鸾俦，共盟鹫牒，

张婚姻证书须贴印花四角）就成为合法婚姻了。此时

此证。结婚人葛庭燧、何怡贞，证婚人胡敦复，介

的婚书内容也就逐渐定型，
包括男女双方个人信息、

绍人陆学善、杨承宗，主婚人葛庭烜（吴有训代）、

在何处订婚，以及订婚人、介绍人、婚书证词。

何澄。中华民国叁拾年柒月柒日谨订。
这是民国时期内容十分完整的婚书，
其中证词
字句和谐可诵，
还化用了具有古典象征意义的词汇，
比方说，
“祥叶螽（zhōng）麟”就是指“儿孙满堂”
，
“鹣鲽”（jiān dié）中的“鹣”指的是我国传说
中的“比翼鸟”
，雄鸟只有左翼左目，雌鸟只有右
翼右目，一雄一雌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飞行。“鲽”
字，是比目鱼的古称，我国《尔雅》这部最早的字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349

2021 年 第 02 期 综 合 版

典中解释“鲽”字，说它是“不比不行”的一种鱼，

1941 年 7 月 7 日，何怡贞与葛庭燧在上海举

一定要两条鱼紧贴着对方才能行动。所以“鹣鲽情

行了婚礼，
何怡贞与葛庭燧长达一个甲子的好姻缘

深”一词，就是比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深厚，特

就此拉开序幕。1952 年 10 月，葛庭燧率全家来到

别是夫妻之间的感情。作为“天愿作比翼鸟，在地

沈阳，
在一片菜地里，
筹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愿为连理枝”的同义替换，
“鹣鲽情深”不显得更

而在那里，
他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年轻的技术骨干

加精致浪漫吗？

和研究生。
而何怡贞则把自己丰富的光谱学知识应

证词用白话文翻译过来大概是：婚礼礼成，一

用于当时钢铁工业急需的合金钢与炉渣的分析，二

段美妙的姻缘就此缔结，预祝夫妻二人恩爱美满，

人就这样相守一生。

互敬互爱，儿孙满堂，心意相通，品行相当，家庭
关系和睦，此后永结同心，不离不弃。
讲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有疑问，
这对幸福的新人
到底是谁？其实这对新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印证
了婚书上的祝词，他们是真正的夫唱妇随，琴瑟和
鸣——
葛庭燧是我国教育科研工作者，
是我国国际滞
弹性内耗研究领域创始人之一，
他的妻子何怡贞是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葛庭燧曾患过肺结核，在当时
并未出现针对肺结核特效抗菌素的时代，
这最后一
个问题更是不容忽视的。
据说葛庭燧当年是用四封
情书，其中一封风情满满地这样写道——
“月色依然是那样地皎洁，
清风依旧是沁人的
襟胸，但我却那样地感觉怅惘寂寞，忽忽地若有所
失！哎，我再也没有机会去按那沙沙的铃声了！我
再也不能从那‘呀的一声门开了’之中，看到那一
张使我喜欢，使我爱恋的笑脸了！
”

何怡贞与葛庭燧结婚照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

葛庭燧的四封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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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有缘，无法奈何。我也爱他，他也爱我。

婚书证词，也活脱脱是首情诗，他们的爱情也的确

教学相长，如切如磋。好来好往，朝朝暮暮。

如情诗般美好。
吴树琴嫁给陶行知后便放弃了自己

万里长征，好事多磨。苦中有甜，彼唱此和。

的事业，把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辅佐丈夫教育事

国难当头，理宜节约。替代钻戒，丹心一颗。

业视为自己的事业。为他做任何事，她心里都是欢

不要媒公，不要媒婆。两相情愿，终身合作。

喜的。可惜这样幸福的时光太过短暂，1946 年 7 月

主不请客，客不恭贺。敬告亲友，大家呵呵。

25 日，陶行知因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逝世，一直
守在病床前的吴树琴悲痛欲绝。年老以后，她仍著

这段话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裸婚誓言”
，是

文演说，继续传播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

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妻子吴树琴在结婚前夕记

对于他们而言，相遇是一场盛大的欢喜，比起

录的“结婚通告”
，内容是二人相遇相知相爱的过

今天许多豪华盛大的婚礼，
他们的誓言更让人动容

程。

——惊天动地的承诺，从来都不用钻戒来证明。在

两人虽然相差二十多岁，却志趣相投，渐生情

这样的情感之下，经济可以匮乏，财富可以罕有，

愫，
或许这就是吴树琴说的
“前世有缘，
无法奈何”。

但感情稳固，生活依旧热气腾腾。

陶行知遇到吴树琴时，
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事业受阻、前途渺茫，境况十分凄凉。纵然如此，

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

早已对陶行知有仰慕之情的吴树琴还是经常和同

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

学一起前往他的避难所请教。
身处恶境的陶行知依
旧乐观豁达，他教吴树琴和她的同学书法，带她们
听讲演。
“万里长征”终于“好事多磨”
，1939 年，
正值抗战，二人没什么积蓄就“裸婚”了，新房是
由一座废弃的旧碉堡稍加维修而成的，
没有张灯结
彩，没有满座宾朋，更没有一颗钻戒，有的只是“丹
心一颗”
。
看到吴树琴写了这么一篇结婚通告，
陶行知也
在婚书上题了首白话小诗：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
婚书内容为：

欢喜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
当时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

黄雪梅，江苏省海门县人，年二十二岁，癸亥

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

年五月初八日申时生；李宝生，四川省巴县人，年

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

二十三岁，
壬戌年八月初二日卯时生。
今由陈秀英，

偶然发脾气，也要规劝勉励。

丁剑鸣先生介绍，谨詹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

在工作中学习，在服务中努力，

八日下午四时，在海安举行结婚典礼，恭请姜坤先

追求真理，抗战到底。

生证婚。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

为了大我忘小己，直等到最后胜利。

称，看此日桃花灼灼，
宜室宜家，
卜他年瓜瓞绵绵，

再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
载明鸳谱，此证。结婚人黄雪梅、李宝生，证婚人

陶行知提笔写下的是对婚后生活的期待，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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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坤，介绍人陈秀英、丁剑鸣，主婚人黄桢先、李

这段婚书内容较前面几个更为简洁，
直接是由

子元，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谨订。

证词和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组成的。祝词中提
到的“关雎”是指《国风·周南·关雎》，这是《诗

名人的婚书记录着轰轰烈烈的爱情，
而平凡百

经》中的第一首诗，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起

姓的婚书，寥寥数语，也自有其感人之处。这篇婚

句，描写的是男女恋爱；而“麟趾“是指《国风·周

书，据说是民国婚书证词最流行的版本，如今也是

南·麟之趾》也收录于《诗经》，此诗以麒麟比人，

书写爱情誓言的经典范本。

祝贺新人多子多孙，且子孙品德高尚，如同麒麟，

这段祝词文辞清新典雅，大量引用《诗经》经

百年好合，缔结良缘。这两首诗通常认为是一首描

典诗句。
“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出自《诗

写男女恋爱的情歌。

经·周南·桃夭》
，桃花灼灼是桃花盛开时鲜艳茂

翻译过来大概就是：在这喜庆的日子里，祝贺

盛的样子，在这里借指新娘娇美，犹如三月的桃花

两位新人喜结良缘。用诗歌来赞美《关雎》《麟之

一般；
“宜室宜家”形容家庭和顺，夫妻和睦；
“瓜

趾》中所描写的爱情。这婚姻的结合，祥瑞绵泽五

瓞（dié）绵绵”出自《诗经·大雅·绵》
，其中的

代子孙，使其家族昌盛，并开创圣贤似的教化。希

“瓞”
，意为如同一根连绵不断的藤上结了许多大

望他们日后能够同心同德，夫妻一体，相敬如宾，

大小小的瓜一样，因此“瓜瓞绵绵”被引用为祝颂

永远甜蜜，携手共进，共赴鸳鸯一般的婚誓。以此

子孙昌盛，儿孙满堂，与前面的“祥叶螽麟”含义

证明。

相似。
翻译成白话文大概就是：
不同姓氏的两家联姻，

除了以上，
民国婚书中还有比较短小明快的证

在一起缔结婚约，结成良缘，是得称的匹配。在桃

词，如：

花盛开之际，正适合这地新人喜结连理，预祝将来

“喜今日赤绳系定珠联璧合，卜他年白头永偕

这对新人儿孙满堂，子子孙孙世代昌盛。现在将白

桂馥兰馨，此证”；

头到老的约定书写婚书上，
像红叶题诗一样的天赐

“礼同掌判，合二姓以嘉姻，诗咏宜家，敦百

良缘，记载于鸳鸯谱上。

年之静好，此证。”

互助精诚，共盟鸳鸯之誓

“从兹缔结良缘，订成佳偶，赤绳早系，白首
永偕，花好月圆，欣燕尔之，将泳海枯石烂，指鸳
侣而先盟，谨订此约。”
可见，证词不论长短，无一不是对于婚姻的美
好祝颂，今日读来，仍觉美好。

婚书书写爱情的真谛，证词讲述热烈的誓言。
从手写婚书到结婚证书，
或许岁月可以改变这份爱
情凭证外在的样子，但隐藏在这份承诺之下的，还
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缔。诗咏关雎，雅歌

是那份对待爱情的无比珍视，对待爱人的无限真情。

麟趾。瑞叶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同心同德，

情话慢慢说，日子慢慢过。看了这么多浪漫情

宜室宜家。相敬如宾，永谐鱼水之欢。互助精诚，

话，你学会了吗？建议火速收藏，说不定七夕还能

共盟鸳鸯之誓。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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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上……

陶行知与吴树琴：相遇是一场盛大的欢喜
https://www.baidu.com/link?url=g5mDGAoDwmSgj_ZLl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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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活动动态
林冰：
《善用民法典新规创新家事律师业务
——以遗产管理人律师业务为例》
2021-02-09 家事法苑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appid=wx66128bb2d91d4bf8&redirect_uri=https%3A%2F%2Fh5.xiaoe-tech.com%2Fplatform%2Fc_auth_cente
r%2Funiversal_bind%2Fxe-602f273dac581_JeIBLUC32Ahd%2FappkYVyti3D8380&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base&state=StatePlatformLogin#wechat_redirect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民法典》正式实施，在

三、律师遗产管理人业务机会分析

继承编第四章中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
，遗产

四、行动引领，大湾区遗产管理人律师实践

管理人制度的实施以后，
顺应客户法律服务的需求

五、创新法律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

和时代的发展，作为律师我们如何创新家事业务，

六、持续行动，为律师行业带来业务蓝海

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家事法苑团队有幸邀请
到了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冰律
师结合他的实践经验和探索为我们做主题为
《善用
民法典新规创新家事律师业务——以遗产管理人
律师业务为例》的沙龙。
2021.02.09 19:55 开始
详情
主题：
《善用民法典新规创新家事律师业务—
—以遗产管理人律师业务为例》
主讲嘉宾：林冰，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
与谈嘉宾：
邓云龙，广东闻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易轶，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
王丽，北京兰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主持人：邓雯芬，家事法苑团队成员，北京天
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时间：2021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20：0022:00
方式：小鹅通线上沙龙
主讲内容纲要：
一、民法典保护私权扬善惩恶
二、遗产管理人的“前世今生”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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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讲坛第九期综述 | 贾明军：
《夫妻股权分割实务争鸣》
原创：2021-02-28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bEdjtb3Gvim_9abIHlcZxw

简讯

界的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特创办
“家

2020 年 5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事法讲坛”系列活动，将邀请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多方向为《民法典》婚姻

三次会议通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最高

家庭编、继承编立法完善以及家事审判改革及家事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

诉讼程序立法及完善建言献策。

家庭编的解释（一）
、继承编的解释（一）也于 2021

本讲坛由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承办。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民法典》中家事问题引发

家事法讲坛（网络）第九期于 2021 年 1 月 20

了高度的社会关注。2016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

日晚成功举办。本次讲坛分享的主题为《夫妻股权

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

分割实务争鸣》
。由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段凤

革试点工作。2018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试点

丽律师、李凯文律师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龙

工作结束后又发文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翼飞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北京市中伦（上海）律

作机制改革。

师事务所合伙人贾明军律师主讲，陈汉副教授、陈

为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务

家事法苑

程法官、舒怡老师（公司法务）
、祝双夏律师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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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共同体嘉宾进行与谈，
龙翼飞老师和孙若军老

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司法解

师进行总点评。

释一中也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的条文，
是针对在家事
案件中夫妻股权分隔实务问题所作出的统一司法

《夫妻股权分割实务争鸣》

裁判标准的问题。我们特别期待贾明军律师能够在

内容记录

今天给我们各位带来的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度的
研究成果。
另外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专家同行来参与
这个案件的相应的讨论。
我们也感谢各位在百忙中
参加我们的家事法讲坛。
谢谢大家，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演讲
嘉宾。有请贾明军律师。

开场致辞（龙翼飞老师）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
继续举行家事法讲坛。
家事法讲坛是由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
贾明军律师主讲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主办，
北京天驰君泰律
师事务所协办。2021 年 1 月，这是我们的第九期。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
解释一、继承编司法解释一，这两个司法解释贯彻
了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
结合了当
代中国婚姻家庭领域新的变化。
我们把它概括为有
这样几个符合，第一个是符合立法法 104 条关于
司法解释应当按照立法的原意、
立法的原则来进行
司法解释。第二，这两个司法解释是符合民法典婚
姻家庭和继承编体现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的法律思
想。第三，这两个司法解释也是体现了最高人民法

贾律师分享的主题是“夫妻股权分割实务争

院对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第四，这两部司法

鸣”
。2021 年开始，
《民法典》正式开始实施，而离

解释又是反映了在家事审判的过程中，
坚持实体法

婚中的股权分割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实务中比较突

的规则和程序法规则高度契合的法律理念。
最后这

出的疑难问题之一。
贾律师主要是结合近几年来的

两个司法解释还填补了民法典立法的空白。

办案经验，通过和大家分享案例的方式，介绍自己
的心得体会，交流经验。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这个领域中成果斐然的贾

在发言的开篇，针对夫妻股权分割问题，贾律

明军律师就家事案件中夫妻股权分割的实务问题

师指出了目前实务中普遍存在争议的三个观点。第

跟各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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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权是否属于夫妻财产？实践当中有观点认为，

贾律师指出，这一起案件在实务中产生了重要

股权并非夫妻财产。贾律师认为，股权的性质应当

的影响。目前来看，在设计境外股权信托时，如果

从股权的构成，
也就是出资和收益的角度来分析股

采用赠与（零对价）的方式，
实际上可能存在隐患。

权的人身属性与财产属性。第二，婚前股权在婚后

在当事人直接持有境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下，如

的增值如何认定，从配偶的角度来看如何维权，是

果当事人以零对价转让给信托，
配偶一方在国内起

目前实务中比较普遍的一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

诉的，中国法院可能行使管辖权，并最终判决赠与

配偶一方能否启动审计、
用哪一种会计方法进行审

无效。因此，目前在设立海外股票信托的时候，信

计，都是目前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离婚中的股

托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要求配偶一方签署配偶

权转让问题，
应当优先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还是

同意函或者配偶确认函。

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实务中也有不同的观点，以北

第二个案例是境外股权装入信托与国内诉讼

京、
浙江、
山东等地区为例，
法院的观点并不一致。

处理的案件，也是中国北京和加拿大温哥华的平行

贾律师提出，
婚姻家事案件涉及股权纠纷的处

起诉系列案件。贾律师依次介绍了这一起案例的 6

理，
实际上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更是法律、
心理学、

个法律问题，分别是法院管辖与案由、法律适用问

社会学的综合应用。事实上，处理离婚案件的股权

题、境内境外法院同时提起离婚诉讼的效果、境外

分割问题，不仅涉及到家庭本身，还会涉及到企业

法院申请禁令的探讨、股权所有权属性的探讨、境

治理、劳动务工等，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内外律师协同合作的经验。

接下来，贾律师通过 10 个典型案例的介绍，

与第一个案例不同，
这一个案例中当事人并非

对于“夫妻离婚涉及的股权转让”和“夫妻离婚涉

直接持有境外上市公司股票，而是通过系列 BVI 公

及股权、股票的分割”这两大类问题进行了分析。

司等境外公司持股，引发境内外的平行诉讼。在这

前六个案例是对“夫妻离婚涉及的股权转让”

一起案件的办案过程中，
贾律师团队作为发起方律

这一问题的介绍。

师，与加拿大温哥华、BVI 等地的律师合作，在合

第一个案例是一起境外股权赠与无效案件，经

作过程中也学习到了不少经验。例如，境外律师以

历了江西高院一审和最高院二审。
贾律师依次介绍

对账单的收取这一细节为由成功申请到了国外法

了这一起案例的 8 个法律问题，分别是管辖与案

院的禁令，对于细节的关注和思考值得我们学习。

由、法律适用、后续维权救济、股权所有权属性的

贾律师指出，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作为国内互联

探讨、股权对内与对外两种法律关系探讨、转让方

网公司的股东在境外持股，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当

擅自转让行为的探讨、
受让方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

事人所属的境内公司一般来说比较配合国内法院

标准、
婚前股权在婚后置换上市公司股票是否属于

进行调查取证。但即使当事人或其公司不配合，我

婚后投资行为还是应当认定为婚前财产的形式变

们作为律师可以和境外律师进行合作，要求分割境

化。

外公司持有的股权和股份，
这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这一起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当事人直接持有

一种思路。

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
虽然作为系争财产的股权在

第三个案例是一起离岸 BVI 公司股票直接分

境外，股权转让行为也是在境外发生，但是夫妻双

割的案例，由上海某法院审理。贾律师依次介绍了

方当事人均在境内，
所以国内法院能够行使管辖权，

这一起案例的 4 个法律问题，分别是境外财产的

对于境外的股权进行处理。最终，由于股权在兄弟

管辖、法院的判决逻辑、录音证据的重要性以及婚

之间零对价进行转让，最高院认定赠与无效，配偶

前股权在婚后增值部分的争议。
在最后一个问题中，

一方的财产权利得以维护。

虽然婚前取得的股票票面价值低，但是根据其他投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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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的收购价格显示婚前股权的价值很高，
是否可

调解落地案例。贾律师依次介绍了案件的 4 个法

以作为婚前股权的价值参考，
这是案件的核心法律

律问题，分别是案件受理管辖法院、非交易过户手

问题。

续的办理、
上市公司非交易过户以及持股有限合伙

在这一起案件中，国内法院同样是对于境外

份额转让的披露、外籍妻子受让股权的障碍与资金

BVI 公司持有的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直接进行了

出境。

分割，
也是一起国内法院分割境外公司持有股票的

第 9 个案例是一起未上市股份公司股票折价

典型案例。

分割案例，由浙江某法院审理。贾律师依次介绍了

第四个案例是一起境内股权转让无效的案例，

案件的 6 个法律问题，分别是婚内财产约定是否

由北京某法院审理。贾律师依次介绍了 6 个法律

有效、
一方婚前持有的公司股权在离婚时如何认定

问题，分别是诉讼策略与思路、美国离婚判决在中

财产性质、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价值如何认定、公

国法院认可、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政诉讼、一审法

司章程是否可以对股权转让设定限制条件、未上市

院认定股权无效的思路、
二审法院认定股权有效的

的股份公司股份在离婚时如何分割、
客户心理预期

思路以及境内公司域名资产转让及救济初探。

把握及沟通技巧。

第五个案例是一起股权代持及股权转让无效

贾律师介绍，这一起案件的难点在于审理法院

的案例，由北京某法院审理。贾律师依次介绍了 6

以司法解释规定的“双方协商不能、按市价分割有

个法律问题，分别是诉讼策略与思路、转让股权的

困难的”的这一前提不存在为由驳回当事人要求分

财产性质认定、
林先生与李女士的婚姻状况对本案

割股份的诉讼请求。贾律师认为，由这一起案例可

的影响、受让人与转让人身份关系对本案的影响、

以进行适当的延伸，
将来司法实践中能否采取分割

受让人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性质的认定以及法

部分股权、
同时补偿部分折价款的方式来分割股权，

院认定股权转让无效的思路。

目前尚未看到实践中的案例，值得关注。

贾律师认为，
在离婚案件关联的股权转让诉讼

第 10 个案例是婚前上市公司股权在婚后的分

中，
想要否认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
往往存在难度。

割与财务评估案件，由江苏某法院审理。贾律师依

律师可以从转让股权的财产性质系个人财产与共

次介绍了 3 个法律问题，分别是婚前股权婚后通

同财产的结合、
夫妻关系恶化对股权转让行为的影

过股改、增资、拆分的性质认定，婚前股权在婚后

响、转让款是否合理这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公积金转增股的性质，以及婚前股权在婚后增值部

第六个案例是一起因离婚纠纷引发的集团公

分的评估方法与甄选。

司股权转让纠纷，上海某法院认定股权转让有效，

贾律师认为，婚前股权在婚后的增值收益如何

但是夫妻一方系擅自转让股权存在过错，
应当在离

计算，未分配利润、分红送股是否都属于增值，这

婚案件中一并处理。贾律师依次介绍了 5 个法律

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争议，
是导致婚前股

问题，
分别是受让方恶意的举证
（明知感情恶化）
、

权在婚后的收益认定出现障碍的关键问题之一。

公司股权价值与公司注册资本的关系、
公司股权价

最后，贾律师谈到，夫妻股权分割问题是目前

值申请评估鉴定与驳回、
二审法院开口子的判决争

实务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许多争议问题目前的

鸣、无过错方的维权落实。在这一案例中，如何界

争论较大，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裁判不一致的现象，

定公司的实际价值，是案件的突破点之一。

有待进一步统一，也值得律师进行持续关注。

后四个案例是对“夫妻离婚涉及股权、股票的

与谈环节

分割”这类问题的分析。
第 7 和第 8 这两个案例是两起非交易过户的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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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性文件，
对这个问题也有很更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所以在房产问题上其实很清晰。
但是在股权股份问
题上其实并不清晰，刚才贾律师也提到了：高院的
或各个地方的法院都有一定的地方性规范。
其实我个人的一个粗浅的看法，
这主要源于信
息的不对称。一个房产，法院是可以去查明的，然
后还贷记录购房记录都是可以通过银行的流水来
与谈嘉宾陈汉副教授

查明的。但对股权的问题，其实存在信息的极大不

陈汉老师分享摘要：

对称，甚至很多互联网红筹结构的互联网公司，在

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才一个多小时听了贾律师

境内公司形成雇员关系，
但发的期权或股票在境外，

的无私的分享，把各种办案的技巧从接案件到代理

甚至由不同的主体发出来的，这个里面会存在着一

过程中技巧，都给我们分享，同时又非常保障了当事

个极大的信息的不对称。

人的个人信息，也是非常我们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这个信息不对称可能甚至法院都很难来调取，

今天这话题确实是比较宏大，也比较前沿。听

因为发股是一个公司跟员工之间的契约行为，
他可

了贾律师的分享，
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学习与工作的

能甚至一个邮件一个群发的邮件就已经把这个发

经验，充分证明了时代对家事律师的一个要求：家

股问题解决了。
很多期权之类的也没有在工商进行

事律师，
原来可能就在法院门口有个小门面就能做，

登记。这个方面，其实信息上面可能有极大的不对

谁都能够做离婚；但是现在可能就已经不再如此，

称。例如因为公司的合并等经过几次换股，到底婚

特别是要做到像贾律师这样行业前沿，
可能需要应

前财产婚后财产其实也确实不容易梳理清楚，
即使

对社会资产的多元化，包括股权、股份、有限合伙

当事人自己都不一定说的清楚。
这一点可能就是一

的份额，包括境外发的期权，境外发的股份，所以

个股权的特征。

资产的多元化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家事执业律师是

第二，股权的复杂性也源于公司的复杂性。感

需要去关注的。其次是个人知识的多元化。刚才贾

谢很多商业律师，他们把各种公司的形式都做了极

律师讲到了各种对传统行业来说比较新的名词，比

大的创新。所以存在着公司体系的复杂性，没有像

如说 BVI 境外发股、境外股权信托，这些东西可能

房产这样只要是商品房的话大同小异。

对于我们知识多元化是一定要求的。

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理论界例如在校的高校

我个人这几年也很关注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

老师们在学理上对此的研究不够深入和体系化。我

产的分割。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无论创业人士还

们对公司的研究可能还停留在那公司法规定的有

是一些技术人员——刚才贾律师也提到了很多互

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但是我们在现实中特

联网企业乐意给员工发股份，
持股的状态并不是只

别是像贾律师代理的这种比较高大上的案件中，可

有极少部分人。
在部分大公司员工持股汇涉及很大

以看到很多股权并不是中国法律意义上的公司，这

一部分人，他们会或多或少的持股。

个情况下学理界，无论是公司法学界还是婚姻法学

对于股权的分割，
为什么现在不能够形成相对

界，对这种在中国运营的红筹公司的股权的研究，

统一的司法裁判？跟房产的分割不一样。
大家看到

其实还是不够体系化，至少从家事角度来看不够体

我们原来在民法典时代之前，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解

系化，所以也敦促我们做更多的研究。

释二解释三，对于房产在离婚之时的分割，最高人

最后我想谈一谈的是：涉及到公司股权分割的

民法院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则，
然后各个省高院的规

案件的裁判中应该贯彻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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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保护家庭。不应该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一方

在家事诉讼领域，很多录音证据会被作为非法证据

基于公司方面的知识，
而另一方因为知识的不对称，

予以排除。

知识的匮乏或者在这个领域的不熟悉而吃亏。
对家

家事诉讼证据相比于普通民事诉讼证据，
具有

庭的保护问题需要落实。作为家事法的研究者，我

鲜明的“隐私性”特征，获取的难度较大，但夫妻

认为家庭的保护碰到问题是：
某一方将股权财产的

一方存在有与他人同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伪造

隐藏来，或者让通过信息不对称让对方分割不到，

夫妻共同债务等离婚过错行为，
不仅关系到当事人

这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的离婚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还关系到财产分割、离

第二个原则，公司和社会利益的平衡。刚才贾

婚损害赔偿等问题，
所以当事人往往会不择手段的

律师谈到的案例中也提到了。
我们说家庭利益当然

获取证据，
这就造成了家事诉讼证据所具备的另一

是要保障，
但是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稳定进而公司稳

特征“易污性”
，即证据本身可能具备真实性、关

定，能保就业。让公司正常运营，而不是因为一对

联性，但因取证手段非法，致使证据资格及证明能

夫妻的离婚而导致公司的危机运营不下去，
或者受

力不足，而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很大的影响，
最终可能损害极大的损害社会利益这

非法证据在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形象地称为
“毒

个因素。公司分割跟房产不一样，房产最多可能还

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遏制刑讯逼供、保

就涉及到一个租客（租客还受买卖不破租赁的保

障人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民事诉讼，特

护）
，但公司的层面可能是员工、其他的投资人甚

别是家事诉讼领域，
该规则的适用阻碍了对案件事

至供应商的影响。
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

实，特别是客观真实的查明，因此需要对该规则在

引导性，在保障对方的一定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应

家事诉讼中的适用加以规范，比如：平衡隐私性证

该把公司的控制权优先考虑持股一方。

据难以获得与非法证据排除的矛盾，
平衡夫妻知情

我记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规范性文

权、配偶权与夫妻隐私权的矛盾。非法证据排除规

件，也可能是全国唯一的，在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

则相对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
在家事诉讼中要限

权分割的情况下，
是优先照顾实际经营者。
很遗憾，

缩，比如：夫妻基于身份、配偶权应对自己的隐私

民法典及相关的司法解释，
没有采纳北京市高院的

权做出让步，但让步到什么程度？就会涉及非法证

规定，我也觉得比较遗憾。

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边界及比例等问题

我先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

在司法实践中，
录音证据作为合法证据予以认
定，一般考虑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录音中的谈话体
现了当事人的自由意思表示，不得采取暴力、胁迫、
诱骗等的方式。
二是获取的场合和手段要善意和必
要，如将录音设备安装到他人家里通过窃听方式取
得的证据，
或者在他人手机植入病毒等秘密窃取方
式取得的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可能性大；而
双方当面谈话，或手机通话的录音资料，一般会被

与谈嘉宾陈浩法官

认定为合法证据。三是录音要真实连贯，不能被剪
辑、伪造。四是应出示原物相核对。录音在证据类

陈浩法官发言摘要：

型上属于视听资料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在贾主任分享的
“离岸 BVI 公司股票直接分割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对

案例”中，法院采信了朱女士提供的录音证据，但

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物。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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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都会放到商事庭；有的法院可能所有的离婚案
件，都会给民事法官去审理，这就带来了审判实践中
法官思想上的不一致导致的实践上的不一致，即裁判
的不统一。这不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护。
我后来从法院出来之后在数据公司工作，
从数
据的角度去看裁判文书里面对于一审离婚纠纷判
决中的股权纠纷。从数据发现，当事人在判决书里
与谈嘉宾舒怡老师

要求分股权占离婚纠纷只占 6.6%。这可能一方面

舒怡老师分享内容摘要：

是本来有股权的当事人少，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当

各位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家事法讲坛。刚

事人发现，
在司法实践中分股权这件事情得不到预

刚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我感同身受，也深受启发。

期的结果，所以大家放弃放到审判桌前去解决。

我是 2008 年进入法院，最开始在商事庭工作

然后法院在判决双方当事人就是婚姻，当时就

了三年多，后又在民事庭工作 5 年多。在股权分割

是两方当事人对如何分割股权，
没有写上你这个情

问题上，商事庭和民事庭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

况下面会处理这种案子的，实际上只有 5%，还有

今天我主要从我曾经的审判实务经历中，
尤其

一些的案件只占前头的案件的 45%，还有 50%多的

是离婚纠纷中处理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股权纠纷

案件，法官就算受到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法官

的感受给大家进行分享。

也不判决这个事情，让当事人另案解决。

商事法官非常强调交易的安全、经济的效益，

另外法官在判决时对股权不予处理，
或者按照

强调保护公司的利益，公司债权人的权益等，会从

当事人协商处理的方式去予以处理，
也又占到了剩

这个方面去考量公司的股权的问题。

下的这个文书中的一部分，这些都除去之后，还有

与商事审判不同，
民事审判会更多的强调家庭

一些关于审判尺度不一的问题。
这里发现法官会做

伦理、意思自治。特别是夫妻因为分工不同，如果

4 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我不去考虑第三人股东

只考虑登记股东，考虑交易的稳定性，公司债权人

的所谓的优先购买权等，直接就判了，就是强制性

的利益，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公平的情况。

判出去了。

所以从保护的方法来说，
民事审判基于对于人

那么还有的一部分会说是处理结果涉及第三

的权利的静态保护，原始权利的重视，以个人意思

人财产利益，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不予处理。

自治为基础的这种关系的修复，强调以人为本。特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会说，
其实有限责任公司的

别是还有离婚空间的关系修复，
一方是否在婚姻中

股东股权不能转让，非股东方只能取得对价补偿，

有更多的付出，在财产的分割上，离婚的时需要考

对价的确定方式存在按照出资额分割或者按照审

虑保护弱者及保护无过错方等。

计结果，股东权益分割和按照公司内部的股价溢价

但是在商事审判的时候，
基于市场经济主体的

分割几种方式去予以处理。

一个动态保护的问题，
往往会去商事法中去考虑维

还有的法官就是会更加的用智慧的方法去解

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
重视这种客观化和可识别

决这个事情，他就直接说可能可以分个份额，但是

的外部标志，
对于交易稳定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的

这个份额不具有股东资格，
当然的成为了这个公司

这种方面去考量。

的股东资格，他还是需要走一些公司法层面的程序

所以其实刚刚前面的嘉宾也说了，关于公司股权，

去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

有的法院不管是放在离婚中处理还是其他的案由来
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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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也是尺度非常不一致的。

祝双夏律师发言摘要：今天我与谈的问题，是

刚刚我说的 4 种比例，
前面的第一种就是强势

关于夫妻公司财产分割问题。在办案子的过程当中，

分割的可能占 50%以上，那么后面的三种方式这个

常会碰到夫妻双方成立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

都有可能跟各地的审判尺度，跟法官的风格，甚至

都持股，男的负责公司女的在家里，在经营管理的

跟当事人闹与不闹，
跟我股权到底有多少价值都有

过程当中，
存在用个人账户收支大量公司款项的情

关系。

况。像这种典型的夫妻公司，在家企混同下财产怎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数据跟我当时在法院审判

么处理？司法实践当中有哪些裁判尺度？我分三

中的感受也是很一致的，
就是这个股权分割真正进

个方面，第一个混同财产有可能你没有途径去处理，

入诉讼的数量本来就少，
然后我们究竟会以什么尺

第二个财产混同否会导致公司人格否认，
第三个我

度去办，其实也是很不清楚的。

自己的一点想法。

我跟杨晓林律师第一次就公司股权分割的问

我们先来看离婚引发的一个关联诉讼，典型的

题进行讨论，
可能已经是四五年前了。
到今天为止，

夫妻公司，双方各持股 50%，男方实际经营且不通

即使是民法典修改之后，裁判尺度会不会统一，我

过公司的基本账号收取公司账款。后来双方离婚，

觉得也不好说。虽然我有一两年没有接触实务了，

因为女方保全了男方名下账号，
男方就通过他父亲

但是还有困扰我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很多公司开始

的名义收取公司账款。女方起诉了损害公司利益责

的时候可能是新兴企业，一种科技公司，那么双方

任纠纷，诉请要求男方和他父亲把转入个人账号的

当事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未上市的内部股权，

这些公司款项返还给公司。
法院认为他诉请目的并

究竟怎么分割，怎么去认识这个东西？

不是单纯的要求将账款返还给公司，
其实是为了夫

这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思考的特别好的

妻财产分割，最后认定财产混同，对公司法人人格

一点，如果其他的专家对这个问题有研究和认识，

予以否认，驳回要求返还公司账款的请求。

我也特别希望能跟大家讨论。

之后，
离婚案件中女方要求分割男方名下的银

还有关于评估股权的价值，
这个问题我刚刚也

行账号款项，法院认为，这些账户是用作公司的应

说了，在司法审判中间有三种，未来不管我们的立

收款账户，账户中钱涉及案外人，且双方未申请对

法取向会走向哪里，
到底是以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

公司账目审计，故对该部分账户不做处理。

的会计反映，
还是说这种股权转让在市场和产业中

从这个案子当中明显可以看到困境，
损害公司

间的一个反应，
到底以哪一种去作为股权的价值去

利益责任纠纷法院认为公司人格否认，无权要求返

做评估，也是期待我们去讨论，给出一个确定方案

还。回到离婚案子，法院又说涉及到案外人且未审

的地方。

计不予处理。审计是不是可以？对方不配合，真实
账本如果难以取得，审计也很难，最后就变成主张
无门。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财产混同是否必然导致
夫妻公司人格否认，司法实践中有争议。一个北京
的案例，夫妻公司男女各持股 50%，女方诉请分割
公司未分配的公司利润，
法院认为存在家企财产混
同，但只符合公司人格形骸化要件，并不构成人格
否认的主体要件和结果要件，因此不能否认人格。
与谈嘉宾祝双夏律师

而未经法定程序处理夫妻公司财产，
不属于夫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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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财产，不能在离婚案件中分割。最高院再审的一
个民间借贷纠纷，
认为夫妻公司是实质一人公司要
承担连带责任，其实有了人格否认的相同后果。
那么混同夫妻公司的财产到底怎么处理？我
其实比较困扰，但我自己有三个思考，第一个在家
企混同的情况下，要分配举证责任，个人账户款项
首先推定是夫妻共同共有，如果是公司资产，则提
出证据证明并剔除，以此厘清。第二个人格否认如
何认定。民法典的 83 条是说不能滥用法人的独立
地位和出资人的有限责任逃避债务，
那么在夫妻公
司的人格否认当中应当是谨慎的。
第三个是人格否
认以后是否可以直接分割公司资产，
我认为在处理
当中还是要慎用。
点评环节

孙若军教授点评
孙教授点评内容摘要：
首先感谢贾律师和所有
嘉宾为我们分享的实务经验和观点，
今天的内容非
常丰富，
其中夫妻股权转让和分割的问题已讨论多
年，
我的观点是，
夫妻财产关系需要区分对内对外，
因股权归属和股权转让产生的纠纷，
应首先考虑公
司法的规定，
在不涉及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的前提
下，再依据婚姻家庭编的立法精神处理。最后，再
次感谢贾律师和各位嘉宾对我们讲坛的支持。
附本期讲坛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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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分享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进程中的点滴所得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交流系列微信群群规则
（2019 年 2 月修订版）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交流系列微信群由“家事法苑”律师团队创建，目前包括以下 12 个群：家事
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A-I 群）
、继承法苑实务交流群（A-B 群）、涉外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此外，还有法
律人电影.音乐休闲主题微信群（1-3 群）
。
总群主：杨晓林
其中，涉外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分群主：赵宁宁；副群主：李丹、陆珊菁、冉维佳
各群管理员：杨晓林、段凤丽、邓雯芬、陈贝贝；王志锋、徐文丽、杨竹一、李琳、李炜、辜其坤、
严健、万薇。
1、建群宗旨
家事无小事。真诚欢迎对婚姻家事继承及相关领域感兴趣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公证员、房
管、民政、妇联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学生、媒体朋友加入，共建阳光下专业
领域内法律职业共同体业务探讨交流的和谐平台。
2、本系列群分享、交流的主题及范围
本系列群定位为特定专业领域主题群、学习型群。
本系列群主题为婚姻家事继承相关问题，群内分享资讯及交流范围原则上应限于与主题相关的实体及
诉讼与非讼程序理论与实务问题。继承法苑实务交流群和涉外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分享资讯及交流范围特
定于继承问题和涉外家事问题。
群内主要分享国内外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动态，如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典型婚姻家事案例
等资讯。在主题上涵盖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权利保护问题，如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护、未成年人及老年人
权益保护等基础法律议题；与婚姻家庭继承有关的新型财产、新型权利等新型法律实务难题；婚姻家庭伦
理方面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议题。
本系列群无意走向综合群，如单纯刑事、商事、劳动、交通事故等其他领域话题可另行解决，但与家
事主题相关及交叉领域的除外。
3、入群方式
为保障本群安全、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防止滥加群，本群对外不作任何宣传，群规则只刊发于“家
事法苑”微信公号自定义菜单及每期公号推文的文末。群友入群由群管理员专人统一审查、邀请新人入群。
请拟申请加入“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者可先添加群主
杨晓林律师（微信号：Y13522380366）
或以下任一群管理员个人好友：
段凤丽律师（微信号：D13552693593）
邓雯芬律师（微信号：1316757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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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贝贝助理（微信号：18817836410）
申请信息务必请注明：
“城市+单位简称+真实姓名，申请加入家事法苑实务\继承\涉外\法律人电影.
音乐群”
；
新群友认真阅读管理员发送的本群规、承诺将严格遵守后，管理员方可拉其入群。
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A-I 群）
，管理员每天统一分享资讯，群友只加一群即可，不必重复加群。
4、实名交流
本群实行实名（真实身份）交流制！
群友入群后应马上按要求修改群昵称，点击群界面右上角三个点标志，向上划动屏幕，出现“我在本
群的昵称”点击即可修改：
1.律师署名方式：省份+城市+姓名+律师，如：北京***律师、山东淄博***律师，群昵称中不得显示电
话、律所名称、字号、具体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
2.公证员署名方式：省份+城市+姓名+公证员，如：上海公证员李**；
3.学者署名方式：学校简称+姓名，如：北大王**，广西师大李**；
4.学生署名方式：学校简称+身份+姓名，如：中科大博士生张**，吉大硕士生李**，北大本科生丁**；
5.法官、检察官署名方式：省份+真实姓氏+法官或检察官的方式，如北京李法官、黑龙江王检察官；
6.民政部门、妇联、媒体等其他界别群友参考前列署名方式，省份+城市+职业+姓名，如：北京妇联
***，上海公司法务***，人民日报***。
群友不能接受实名规则的免入，入群后应当立即按照要求修改群昵称，经过群管理员三次提醒仍不配
合的，管理员有权将其移除出群。
5、尊重群友
尊重群友，未经事先允许、不得随意添加其他群友为个人好友。
严禁违反群友意愿，发送广告等商业信息、擅拉群友加入其他主题群等不良行为，一经举报，立即移
除出群。
6、温馨免打扰提示
如群消息过多，影响本人工作、学习及休息，可在手机右上角，点开群设置界面开启“消息免打扰”，
定期浏览群信息、参与互动即可。
7、友善发言及禁忌
本群群友来自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别，大家非常难得聚在一起，特别要注意自身形象，互相尊重；
群内严禁闲聊，只研讨专业问题。发言交流要注意顾及他人感受，就事论事，不要有任何人身攻击、
贬低他人人格或针对其他群体的偏激言行。
严禁转发或发布招聘、推销、心灵鸡汤、拉票、优惠券信息；严禁转发涉及政治性的资讯；严禁转发
律师个人及律所营销的帖子；与本群专业领域不相关的公、检、法等机关、机构及组织的纯官宣资讯同样
不宜转发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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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除农历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公历 12 月 31 日及 1 月 1 日
外，不允许在群内发红包。
8、分享注意事项
本群鼓励群友分享与本群第二条主题及范围相关的各种审判动态、典型判例及最新法律法规及地方法
院审判意见等，尤其鼓励群友分享自己原创的相关实务研究文章，包括分享自己个人网站、博客、微信公
号上的文章。故本群禁止任何形式的营销行为，群友分享的文章页面上尽可能不要附有过于明显带有营销
色彩的个人照片、宣传文字及过于详细的名片式联系方式。
本群谢绝分享过于简单的普法、相关问题说明性的“软文”及单纯诉讼技巧类的文章。
群内严禁功利性地推送微信个人名片及公众号名片；微网站名片及链接；个人网站链接、博客链接，
严禁将相关专业资讯贴到自己的个人网站、博客或公众号上再推荐链接到微信群这样以提高点击率、博粉
为目的商业推广做法。
【注：
“家事法苑”公众号（微信号：famlaw）已做到了去商业化，可参考】
9、交流方式建议
鼓励、提倡群友开展与群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交流。
本群交流问题，可由个案切入，但禁止单纯的个案办理咨询，应先概括基本事实，从中提取有理论及
实务研讨价值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集中深入交流，最后以旗帜鲜明的问题进行讨论。
本群交流问题的方式建议为：应先主动查找必要资料，一次性把基本案情、事实叙述清楚（不要再让
群友追问事实）并注明自己的初步看法，能附上相关法律法规法条及司法解释等依据为宜，抛砖引玉，希
望听取群友的意见和建议。
群友在解答问题时，也应先思考，较系统阐述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及观点，不要采用漫无边际地三言
两语聊天式交流，以免造成刷屏、影响群友。
群友可在群内畅所欲言，严禁群友不管基于任何目的、未经发言群友同意、擅自截屏在群外分享、使
用，如有违反，一经发现，管理员有权清理出群。
10、尊重智力劳动成果
尊重智力劳动成果，群内分享资讯仅供群友学术及实务探讨、交流及研究使用。
资讯搜索、编辑、整理需日复一日，耗费相当时间与精力。正常情况下，我团队每天收集、分享、推
送的资讯信息，月底汇编起来就是每月的“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下载：
http://www.famlaw.cn/download.aspx）
群友不宜经常性地或整体性取材本群资讯信息，上传到网络(个人网站、博客、公号等自媒体)、转到
自己或其他的微信群、QQ 群，或为其他非研究用途使用。
规范使用本群资讯，应注明资讯来源于家事法苑实务交流微信群。
11、违规及处理
群友应自觉遵守本群规则并接受群主及管理员的善意提醒及劝告；
对于违反群规则的行为，群主或管理员有权、有义务即时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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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友违反群规则经提醒三次，不回应、不接受，管理员可直接移除本群；
群友间应友善相处，如发生争议，应保持克制，务必不要与其他群友或管理员争执、造成刷屏，影响
其他群友。建议发生争议时，建议群友及时向群主或管理员反映，由群主或管理员给出处理意见。
良好的群的氛围，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共同呵护!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建阳光下专业领域内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公证员、房管、民政、妇联
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学生、媒体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探讨交流的和谐平台！
“家事法苑”微信群管理员团队
2019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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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入群须知
（2016 年 3 月版）

“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群，由“家事法苑”团队于 2011 年 6 月建立，历经 100 人群、200 人群、500
人群、1000 人群、2000 人群，2014 年 1 月设新 2000 人群（淘汰旧群）、2015 年 1 月群满员删 500 名“僵
尸粉”
、2015 年 9 月再次群满员又删 500 名“僵尸粉”，现又再次 2000 人满员。现决定启动“家事法苑”
家事法主题 QQ 群分群（群号：171337785）
。
主群及分群，群主：杨晓林，管理员：段凤丽、邓雯芬、王志锋、徐文丽、李琳、李炜、杨竹一、严健。
1、建群宗旨
家事无小事，真诚欢迎对婚姻家事继承法领域感兴趣的朋友，律师、法官、检察官、学者、公证员、
房管、民政、学生、媒体、妇联等政府公务人员、法务工作者及其他法律从业者加入，即时分享最新中国
婚姻家庭法制信息动态，家事审判动态、典型家事案例、立法动态、理论研究动态，共建阳光下专业领域
内法律职业共同体业务探讨、正当、正常交流的和谐平台。
本群主题为婚姻家事继承法及家事诉讼程序，交流范围仅限与主题相关的实体及联系密切的诉讼程序
理论与实务问题，定位为特定专业法律领域主题群，学习型群、兴趣群。
本群无意走向综合群，其他如司法改革、法律理念等宏观话题以及刑事、商事、劳动、交通事故等其
他法律专业领域话题可另行解决。群友确有需要也可在群中提出问题，如果有其他群友响应，应自觉马上
转为私聊。
2、实名申请
为保障本“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群的安全、质量及可持续发展，防止滥加群，本群口碑相传方式，
对外不作宣传，设置“只能通过群号（群号：171337785）找到这个群”，普通网友在 QQ 查找群时无法通过
搜索关键词找到本群。
本群倡导实名交流，本群由群主负责新人审批，申请人必须先了解、承诺严格遵守本群群规，再以“城
市+单位名称+姓名”实名方式提交申请，不实名或提交信息资料不全，管理员不予通过。
新群友提出申请前，应阅读群规，承诺遵守后，管理员方可拉其入群。
3、群内实名标注群名片，署名方式
群友署名基本方式：地域（省、直辖市）+城市+单位简称+姓名+职业。
入群后当天必须完成修改群名片。不接受实名规则免入，经群主或管理员一次提醒，仍不配合的，劝
退！
律师及相关职业群友头像，不得显示律所（团队）字号、具体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
营销色彩文字。
群名片署名示例：
1）律师，地域（省或直辖市、市）+律所字号+姓名，如:北京天驰君泰所段凤丽律师、天津君申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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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锋律师、山东（淄博）建仑所所徐文丽律师、江苏（南京）众贤所严健律师。
群名片中不得显示电话、律所部门、职务、业务方向及其它带有商业营销色彩文字。
2）高校学者、同学：如：
“重庆西政***”或“西政-***”
，如果是在读学生，应注明学生字样，以区
分于学者，如北大学生***!
3）法官、检察官，入群申请必须提供城市单位及真实姓名，但在群内如果确有顾虑可使用地域+真实
姓氏+身份职业方式，以示区分身份，如“湖北王法官”、“贵州法院杨法官”、
“广东李检察官”！
4）公证员，城市+单位简称（或职业）+姓名，如 “北京**公证处王**”，“杭州公证员李**”
。
5）其他司法所、房管、民政、妇联、媒体等界别朋友，城市+单位名称或简称或职业身份+姓名，如：
北京**司法所**，武夷山房管李炜，山东潍坊奎文婚登刘彩霞，上海妇联***，北京法制日报赵**，山东公
司法务***等。
4、尊重群友
尊重群友，未经事先允许、不得随意添加其他群友为个人好友，严禁擅拉群友、加入自己设立的其他
群，一经接到举报，立即清除出群。
5、友善发言
本群群友来自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别较广泛领域，大家非常难得聚拢在同一平台上，珍惜缘分，特
别要注意维护自身形象，互相尊重，发言表述要注意顾及他人感受，特别是不要有任何人身攻击、贬低他
人人格或由个案引申对其他群体的上纲上线的言行。
本专业群，除农历大年三十、初一、正月十五、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几天外，不允许在群内发红包；严
禁闲聊；严禁转发招聘、推销、心灵鸡汤、投票、优惠券、政治性等帖子。
6、鼓励、提倡交流
本群鼓励、提倡群友开展与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的互动交流。
本群定位为专业领域内的学术及实务交流群，非低级的当事人咨询群，严禁群友不加任何思考、只用
三言两语提过于简单的问题；群友不宜就过于具体的个案展开交流，应先概括基本事实，从中提取有理论
及实务研讨价值的一个或几个问题集中深入交流。
群友探讨交流问题的方式建议为，自己发现问题，先主动查找资料，一次性把基本案情叙述清楚（不
要再让群友追问事实）并注明自己的看法，能附上相应的法律法规法条及司法解释等依据最佳，抛砖引玉，
希望再听取群友的意见和建议！如此这样，真正达到大家共同探讨、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本
群建群目的！
群友互动反馈也同样宜先思考，较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要采用漫无边际地三言两语聊天式交流，
以免影响群友。
群友可在群内畅所欲言，仅限个人观点交流，严禁群友未经发言群友同意、不管基于什么目的截屏在
群外分享。
7、鼓励、提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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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婚姻家庭法制建设进程中的点滴所得

本群鼓励群友分享与本群主题相关的各种审判动态、典型判例及最新法律法规及地方法院审判意见，
鼓励分享自己原创的相关实务研讨文章，包括上传在自己个人网站、博客、微信公号上的上的，但页面上
尽可能不要附有较为明显的营销宣传文字及联系方式；本群谢绝律师普法、营销、单纯表现诉讼技巧类文
章；
群内严禁功利性的推销个人网站链接、博客链接、微信公号名片、个人微信名片、微网站名片及链接，
严禁将相关资讯贴到自己的个人网站、博客上再推荐网页链接的变相以提高点击率、博粉为目的功利性商
业推广做法（
“家事法苑”公号 famlaw 已做到了去商业化，如果分享可参考）
，请群友自律！
8、尊重智力劳动成果
尊重智力劳动成果，群内资讯信息仅供群友学术实务研讨交流用，资讯搜索、编辑、整理需日复一日，
耗费相当时间与精力，正常情况下，我团队每天收集、分享、推送的资讯信息，月底汇编起来就是每月的
“家事法苑”婚姻家事法律资讯简报（下载：http://www.famlaw.cn/Do_index_gci_58.html）
！
希望群友不要经常性地或整体利用本群资讯信息取材上传网络(个人网站、博客、公号)、经常性转帖
到其他微信群、QQ 群或为其他非研究用途使用。如确需经常性转发使用，则宜注明转自“家事法苑”家事
法实务交流 QQ 群。
9、群内交流字号设置
群内交流字体不宜过大或过小，建议用宋体字，10—12 号字为宜，黑色。
10、违规及处理
群友应自觉遵守本群规则并接受群主、管理员及任一群友的善意提醒及劝告；
对于违反群规的行为，群主、管理员及任一群友均有权、有义务即时制止。
群友违反群规则经提醒一次不改，劝退，群友务必不要在群内与管理员争执、造成刷屏，影响其他群
友，但允许私信方式向群主提出申诉，由群主给出最后处理意见。
良好的群的氛围，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共同呵护!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共建专业领域内阳光下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妇联、媒体及其他
所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正常、正当交流的和谐平台！
“家事法苑”家事法主题 QQ 群管理团队
2016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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