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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审判动态 

案例分析 |《妇女权益保障法》大修进行时 

原创：2022-06-27  法治科学计量与评价中心  SECRL 

https://mp.weixin.qq.com/s/dXCm6z2_fKSiK5VttG1Q-g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为了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充分发挥

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宪法

和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法律。该法于 1992年

制定，并在 2005年、2018年经两次修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妇女权益保障也迎来

了新的局面。2021年 12月 20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2022年 4月

1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

北京开幕。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等提请会议

审议。 

近期，公众号将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开展

一系列法律专题调研和数据分析，旨在为大家更

好地梳理《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法律内容变迁

和法学研究主题的变更。 

二、案例分析 

裁判文书是司法文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是指人民法院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代表国

家行使审判权，就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依法制作

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诉讼文件[1]。裁判文书记载了

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是审判活动的综

合体现，是对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

性总结，是诉讼活动结果和人民法院对审理案件

处理最终态度的唯一载体。裁判文书既体现了司

法权威与审判独立，也体现了法官的办案质量、

执法水平与判案能力。 

本期将围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侵害妇女权

益犯罪相关裁判文书开展案例分析，包括引用《妇

女权益保障法》法条的相关裁判文书、侵害妇女

权益犯罪判决书统计分析。从文书量、审理程序、

审理结果、地域分布、法条引用等维度统计分析

妇女权益相关案例情况，为相关法律工作者开展

工作和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 

年份统计 

本文基于“北大法宝”法律信息数据库对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进行分析。检

索到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裁判文书共计

30962篇，其中引用 1992年首次颁布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有 279篇，引用 2005 年《妇女权益保

障法》有 18398篇，引用 2018年《妇女权益保障

法》有 12285篇。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按年

份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最早年份

为 1992年，这与《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颁布时

间一致，随后直至 2009年，相关裁判文书数量较

少，均未满 100 篇，可能原因为当时裁判文书数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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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程度较低，裁判文书公开程度不高。2010年

之后，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呈快速增加态势，2019

年数量最多，为 4615篇。2019 年之后数量有所减

少，可能原因为裁判文书公开的时滞性。 

 

 

图 1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数量年份统计 

文书类型统计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的文

书类型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看

出，1992年以来，《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

文书绝大多数为判决书，占比 92.90%；其次为裁

定书，占比 1.42%；调解书占比 0.04%；决定书占

比 0.01%；其他文书占比 5.64%。 

 

图 3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审理程序统计 

终审结果统计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的终

审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

出，二审维持原判的相关裁判文书数量最多，占

比 59%；其次为二审改判，占比 37%；再审维持原

判和再审改判的占比均为 2%。 

 

图 4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终审结果统计 

对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按审

理法院所在省份地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广东《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最

多，相关裁判文书共计 6650篇；其次为湖南，相

关裁判文书共计 4906篇；海南《妇女权益保障法》

案件量位居第三，相关裁判文书共计 3044篇。从

地图上来看，《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量呈现明显

的地域差异，案件量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部、中

部以及东南部沿海地区。 

 

图 5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地域分布 

根据“七分法”划分地理区域来考察不同空

间维度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裁判文书数量

差异，得到结果如图 6所示[2]。可以看出，华南

地区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最

多，共计 11626篇，占比 39%[3]；其次为华东地

区，相关裁判文书共计 7556篇，占比 22%；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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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数量位居第三，

共计 6494篇，占比 22%。 

 

图 6 不同地理区域《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占比 

对不同地理区域的各省份地区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得到结果如图 7 所示。可以看出，所属东北、华

北、西南的省份地区裁判文书数量差异性较小，

所属西北、华中的省份地区裁判文书数量差异性

较大。例如同为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相比，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差异较小，

数量分别为 105篇、63篇、32 篇；同为西北的陕

西和青海、新疆、宁夏相比，《妇女权益保障法》

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差异较大，分别为 1851篇和 27

篇、27 篇、26 篇；同为华中的湖南和湖北相比，

《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量差异极大，

分别为 4906篇和 138篇。 

 

图 7 不同地理区域下各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

裁判文书数量 

不同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裁判文书数

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侵害妇女权益的

情况，但可能受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文化风俗

差异、人口基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受教育程度

等因素影响。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省份

地区经济数据[4]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5]，将

各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裁判文书数

量和人口、地区生产总值、文盲人口占 15岁及以

上人口比重、离婚人口占 15岁以上人口比重一同

进行可视化展示，得到结果如图 8所示。 

可以看出，影响《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量多

少的因素众多，《妇女权益保障法》案件量的多少

很难与单一因素完全相关。例如广东《妇女权益

保障法》案件量多可能与其人口基数大、地区经

济发达、居民受教育程度高等因素相关，但是案

件量排名第二位的海南其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排

名却较低，文盲人口比重也不低。除上述因素外，

也与各地裁判文书公开程度、运用法律维护正当

权益的意识程度等原因有一定关系。 

 

图 8 不同地理区域下各省份地区《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

裁判文书数量同人口、地区生产总值、文盲和离婚人口比

重的对比 

法条引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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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2005修正)不

同章节的裁判文书引用次数情况进行分析，得到

结果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裁判文书引用第五

章财产权益的次数最多，共计引用 38446 次；其

次为第七章婚姻家庭权益，共计 2402次；裁判文

书引用第一章总则相关法条的次数位居第三，共

计 1718次。 

 

图 9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具体章节裁判文书次数统计

[6] 

对《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2005修正)不

同章节的具体法条的裁判文书引用次数情况进行

分析，得到每一章节被引最高的前三条法条如图

10 所示。 

 

图 10 引用《妇女权益保障法》具体法条裁判文书次数统

计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757篇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

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

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 

禁止歧视、虐待、遗弃、残害妇女。 

第四条 590篇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保障妇女的权益。 

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

供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299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

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

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

益的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围内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十二条 15篇 

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部。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培养、选

拔和任用干部，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并有

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国家重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女干部。 

第十三条 14篇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妇女联合会

代表妇女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 

第十四条 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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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关保障妇女权益的批评或者合理建议，

有关部门应当听取和采纳；对于有关侵害妇女权

益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有关部门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或者打击

报复。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 

第十六条 13篇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

障妇女在入学、升学、毕业分配、授予学位、派出

留学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特殊专业外，不得以性

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第二十一条 13篇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执

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妇女从事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十五条 5篇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

利。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 

第二十七条 405篇 

任何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

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

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

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

为由歧视妇女。 

第二十四条 238篇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

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217篇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

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

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

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

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

育的内容。 

禁止录用未满十六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章  财产权益 

第三十三条 19052篇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

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中的各项权益。 

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

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第三十二条 15962篇 

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

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十条 3062篇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 

第六章  人身权利 

第四十条 67篇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

位和有关机关投诉。 

第四十一条 56篇 

禁止卖淫、嫖娼。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或者对妇女进行猥亵活动。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妇女进行淫秽表演活

动。 

第四十二条 24篇 

妇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

格权受法律保护。 

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妇女的人格尊

严。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

害妇女人格。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通过广告、商标、展览橱窗、报纸、期刊、图书、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等形式使用妇女肖

像。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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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1170篇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

利。 

第四十四条 647篇 

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妇女

的结婚、离婚自由。 

第四十八条 290篇 

夫妻共有的房屋，离婚时，分割住房由双方协

议解决；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

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夫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夫妻共同租用的房屋，离婚时，女方的住房应

当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解决。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890篇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

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

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给予

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 

第五十五条 657篇 

违反本法规定，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

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

项权益的，或者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侵

害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平等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调解；受害

人也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五十六条 79篇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其他法

律、法规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财产损

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侵害妇女权益犯罪相关裁判文书 

2018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妇女的歧

视依然存在，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治

理，对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

打击，对错误言论要及时予以批驳”。《妇女权益

保障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行政处罚的，从其规定；造成财产损失或者

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社

会法，主要目的是规范行为，并不具备惩戒性，对

于侵害妇女权益的犯罪，仍需结合刑法适用。 

按现行刑法规定，与侵害妇女权益有关的罪

名共计 15个，具体为强奸罪，拐卖妇女、儿童罪，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

买的妇女、儿童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不解

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

绑架妇女、儿童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

遗弃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

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

基于“北大法宝”法律信息数据库对涉及上述 15

个罪名的判决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得到侵害妇女

权益的犯罪情况如图 11所示。 

 

图 11 15 个侵害妇女权益犯罪的判决书数量 

可以看出，不同案由的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

量有很大的差异性。其中，涉及强奸罪的案件量

最多，共计 49211 件；其次为引诱、容留、介绍

卖淫罪的案件量，有 38992 件；组织卖淫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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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位居第三，有 8722件；涉及聚众阻碍解救被收

买的妇女、儿童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

童罪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

裁判文书在数据库中未检索到。 

对判决书数量较多的罪名进行分类，可将侵

害妇女权益犯罪大致分为侵犯妇女身心健康的强

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侵犯妇女人身自由

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以及破坏社会秩序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本文

将对三类侵害妇女权益犯罪分别进行年份和地域

分布的具体统计分析。 

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 

年份统计 

案由为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判决

书数量共计 51300 篇，按年份进行统计分析，得

到结果如图 12所示。可以看出，2010年前强奸、

猥亵、侮辱妇女类案件量较少，均不超过 300篇；

2010年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2017年案件量达到

小高峰，为 5892 篇；2018 年有所回落，为 4797

篇；2019年案件量达到顶峰，达 7299篇；之后有

所回落，可能与裁判文书公开时滞性相关。 

 

图 12 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年份统计 

地域分布 

对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判决书按审理法院

所在省份地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3 所示。

可以看出，浙江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案件最多，

判决书共计 4432 篇；其次为云南，判决书共计

3701篇；四川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案件量位

居第三，判决书共计 3244篇。对强奸、猥亵、侮

辱类犯罪所包含的具体罪名进行分别统计，可以

看出强奸罪判决书地域分布与总体一致，而强制

猥亵、侮辱妇女罪判决书地域分布有所不同，案

件量排名最多的前三个省份地区分别为北京、河

南、上海。 

 

图 13 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地域分布和类

别及类别下判决书数量最多的前 5 个省份地区 

拐卖类犯罪 

年份统计 

案由为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的判决书数量共计 5396篇，按年份进

行统计分析，得到结果如图 14 所示。可以看出，

2008年前拐卖类案件量较少，判决书均不超过 10

篇；2009年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与强奸、猥亵、

侮辱类犯罪有所不同，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数量于

2014年达到峰值，为 643篇；2015 年后呈现波动

下降趋势，案件量逐渐减少，可能与国家打击力

度加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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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年份统计 

地域分布 

对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按审理法院所在省份地

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5 所示。可以看出，

河南拐卖类犯罪案件最多，判决书共计 1285 篇；

其次为山东，判决书共计 501 篇；福建拐卖类犯

罪案件量位居第三，判决书共计 441 篇。对拐卖

类犯罪所包含的具体罪名进行分别统计，可以看

出拐卖妇女、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罪判决书地域分布与总体基本一致，案件量最多

的前两个省份同为河南和山东。云南拐卖妇女、

儿童罪判决书数量位居第三，为 391 篇；安徽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判决书数量位居第三，

为 118篇。 

 

图 15 拐卖类犯罪判决书数量地域分布和类别及类别下判

决书数量最多的前 5 个省份地区 

卖淫相关犯罪 

年份统计 

案由为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

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判决书数量共计

53012篇，按年份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结果如图 16

所示。可以看出，与强奸、猥亵、侮辱类犯罪相同，

2010 年前卖淫相关犯罪案件量较少，均不超过

400 篇；2010年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2019年案

件量数量达到顶峰，达 9145 篇；之后有所回落，

可能与裁判文书公开时滞性相关。 

 

图 16 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数量年份统计 

地域分布 

对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按审理法院所在省份

地区进行统计，得到结果如图 17所示。可以看出，

广东卖淫相关犯罪案件最多，判决书共计 7807篇；

其次为浙江，判决书共计 7213篇；上海卖淫相关

犯罪案件量位居第三，判决书共计 4460篇。对卖

淫相关犯罪所包含的具体罪名进行分别统计，可

以看出类别下各个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地域分布

与总体基本一致，案件量最多的前两个省份同为

广东和浙江。上海在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

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三个罪名的判决书数

量排名中位居第三；而湖南强迫卖淫罪判决书数

量位居第三。 

 

图 卖淫相关犯罪判决书数量地域分布和类别及类别下判

决书数量最多的前 5 个省份地区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刘昂等. 优秀裁判文书标准及实现[M]. 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15. 

[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全国（除港澳台）分为

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华东（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福建、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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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河南、湖南、湖北）、华南（广东、广西、海南）、

西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七个经济地理区

域。 

[3] 注：由于部分裁判文书审理法院所在地数据有所缺失，

因此出现按省份裁判文书数量之和小于总和的情况。 

[4] 国 家 统 计 局  国 家 数 据 .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5] 中 国 人 口 普 查 年 鉴 2020.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7rp/zk/ind

exch.htm 

[6] 注：由于一篇裁判文书可能引用多次《妇女权益保障

法》的不同法条，因此在按章统计时为《妇女权益保障法》

引用次数，会出现总和大于检索的裁判文书总数的情况。 

预告丨家事审判贯彻落实民法典大放送！6 月 28 日聚焦北京一中院官

方微博！ 

2022-06-27  法暖家事  一中院家事审判 

https://mp.weixin.qq.com/s/a0LOKxtept92o-rdoCR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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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爱发“令”！金山法院首次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原创：2022-06-27   上海金山法院  民庭 

https://mp.weixin.qq.com/s/a0LOKxtept92o-rdoCRclA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七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一百一十

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

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责令如下： 

你应当依法积极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做好对

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在不影响儿子 XXX 正常

学习生活的情况下，征得其本人同意，多与儿子

XXX 相处，主动增进情感联系和沟通交流，关心、

关注、关爱儿子 XXX 的生活学习和身心成长。努

力引导、培养 XXX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成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月 27日上午，在一起否认亲子关系纠纷案

件宣判后，法官唐若愚并没有如往常让当事人直

接离开法庭，而是向案件所涉未成年人的父母双

方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 

 

法官宣读家庭教育指导令 

这是 2022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后，金山法院首次发出家

庭教育指导令。 

此次，金山法院共向两起家事纠纷中的双方

当事人，发出了 4 份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 2 对

父母接受人民法院安排的家庭教育指导。 

案件一 

父亲无证据怀疑儿子并非亲生 

李先生与妻子周女士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直到结婚 10年后，妻子周女士终于怀孕成功并顺

利生下儿子。两年后两人离婚，约定儿子随妻子

周女士共同生活。儿子今年已经 10周岁，但李先

生作为父亲却听到了周围邻居的“风言风语”，

说儿子和自己长得不太像，于是起了“疑心病”，

要求儿子与自己做亲子鉴定。母亲周女士非常气

愤，觉得前夫李先生是无中生有，对自己和儿子

人格进行侮辱，说到底就是不想付抚养费，拒绝

配合做亲子鉴定。 

李先生就将儿子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决

自己和儿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先生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最终法院驳回

了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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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开庭审理后，法官心情沉重，简单的一纸

判决无法解决李先生和周女士的心病，而李先生

和周女士作为儿子的法定监护人，两人的矛盾将

影响一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 

儿子目前已经 10 岁，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

根据母亲周女士陈述，儿子在知道父亲李先生起

诉后，心情不佳闷闷不乐，和继父的关系也不太

融洽。 

   

社工与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为帮助李先生和周女士改善不正确的家庭教

育，金山法院向李先生和周女士发出了家庭教育

指导令，并邀请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金山工作站的王文梅社工和张园社工参与对李先

生和周女士的家庭教育指导，开展面对面、一对

一辅导，解答他们对子女教育的困惑，围绕构建

良好亲子关系等方面进行指导，并且今后半年时

间内，将每月对李先生、周女士对儿子的家庭教

育情况进行回访跟踪。 

案件二 

夫妻离婚却都不要亲生儿子 

王先生与张女士都是来沪打工人员，两人于

2014 年因工作相识，2015 年生育了长子小跃，

2017年登记结婚，同年 12月生育了次子小嘉。结

婚初期，王先生与张女士感情尚可，但 2020年开

始，两人因为生活琐事产生了矛盾，并开始分居。 

此后，王先生将两个儿子带走交给自己母亲

照看。现王先生起诉离婚，张女士表示同意离婚，

但双方都要求次子小嘉随对方共同生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父母均有抚养照顾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虽然

王先生和张女士就解除婚姻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

但双方均以各种理由不主张次子小嘉的抚养权。

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法院难以

支持王先生的离婚诉请，最终驳回了王先生的诉

讼请求。 

本案审理后，王先生和张女士对次子小嘉抚

养问题的态度让法官倍感担忧。父母闹离婚，孩

子原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更何况现在两人还都

不愿意抚养小嘉。孩子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孩子

以后的教育和生活又该如何安排？ 

 

社工与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为了帮助王先生和张女士正视子女抚养问题，

改善不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金山法院向王先生

和张女士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邀请了上海

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金山工作站的张雪婷

社工和彭燕社工对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通过

面对面，一对一的辅导，分析他们在家庭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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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解答他们的疑惑，并且在今后半年

内，将定期就王先生、张女士对两个儿子的抚养

和教育情况进行回访，监督他们切实增强家庭责

任感，履行好为人父母的责任。 

 

2022年 1月 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从此家庭教育从“家事”

上升为“国事”，中国父母也进入了“依法带娃”

的新时代。 

父母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第一任老师，不

仅仅只是满足孩子的吃穿住行，更多的应当是用

正确的方法和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孩子，使未

成年人形成良好的品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即便父母分居或离异的，也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

庭教育责任，双方应当管控分歧，不能因为父母

的矛盾而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身心健康发展。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第三十四

条、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父母双方任何一方不得

拒绝或怠于履行家庭教育；除法律另有规定，任

何一方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人民法院

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对有未成年人的夫妻双

方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

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

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家事审判有何变化？这场发布会带你一探究

竟！ 

2022-06-28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WoSfRcHZThoLFPMnsab93Q 

 
法院如何辨别婚姻危机或是婚姻死亡？如何

认定打印遗嘱效力？《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以来，

家事审判有什么变化？6月 28日上午，北京一中

院召开“家事审判贯彻实施民法典”线上新闻发

布会，介绍该院家事审判贯彻落实《民法典》的案

件审理和工作情况，发布适用《民法典》及司法解

释的八件家事典型案例。 

 

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马来客主持发

布会 

自《民法典》实施以来，北京一中院家事案件

数量稳中有升，该院共审结家事案件 1022件，新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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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件数量同比上升 10%。案件类型丰富多元，离

婚纠纷占比 31%，离婚后财产纠纷占比 15%，继承

纠纷占比 29%，分家析产、赡养、被继承人债务清

偿、执行异议之诉等其他类纠纷占比 25%。案件审

理周期缩短，审理效果持续向好，调撤率在 30%以

上高位运行。案件审理主要呈现身份性、财产性、

伦理性和社会性突出，家庭财产关系渐趋复杂化，

身份行为具有明显特殊性等特点。 

 

北京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单国钧就相关

情况进行通报 

借助《民法典》实施契机，北京一中院相继对

夫妻间协议效力问题、夫妻共债的司法实践判断

等问题进行持续性探索，形成了《涉夫妻共同债

务法律适用问题解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

适用若干问题研究》等一系列调研成果，从裁判

技术视角落实《民法典》精神，促进裁判规则及标

准统一。 

注重一体化保护家庭成员身份、财产和情感

利益，正确区分婚姻危机和婚姻死亡，运用情理

法共融的保护途径，全面保护家庭成员利益，衡

平婚姻家庭关系。 

强化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维护妇女合法权

益，保护老年人情感和人身财产利益，加强弱势

民事主体权益保障，在审判实践中加强对《民法

典》与社会法的衔接适用。 

维护财产交易安全和家庭财富传承，明确了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妥善处理夫妻共债认

定、遗嘱效力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 

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深化推进家事审判改革，

加强《民法典》宣传解读，建立“离婚证明

书”“云探望”等为民工作机制，推动《民法典》

深入贯彻实施。 

 

发布会上，聚焦《民法典》新规，北京一中院

团河法庭庭长张琳发布八件家事典型案例，通过

鲜活真实的案例介绍，进一步引导家庭成员正确

理解法律，自觉遵守法律，维护婚姻家庭和谐。 

 

长按扫描二维码详读典型案例 

《民法典》时代，家事审判聚焦的是家庭建

设，强调的是人文关怀，运用的是司法对家庭的

修复功能，通过妥善化解家事矛盾，实现对家庭

及家庭成员人身、财产、情感利益的一体化保护，

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北京一中院将以《民法

典》立法原则和法条精神为依托，在法律适用中

突出《民法典》的价值引领，将法律倡导的价值注

入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切

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一中院副院长

单国钧表示。 

媒体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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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 王春霞 

实施好《民法典》，做好家事审判工作，解决

家庭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应当注意哪些问

题？ 

 

一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单国钧  

在家事审判中，要注意处理好贯彻一体平等

保护原则与突出弱势群体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

实质平等保护；处理好遵循家庭伦理和顾及经济

理性的关系，既维持家庭的伦理性，也考虑兼顾

家庭成员的合法经济利益；处理好尊重个人意思

与维系家庭功能的关系，保持家庭关系的稳定；

处理好关注个体婚姻满意度和保持婚姻制度稳定

性的关系，注重追求尊重个人意愿与维护婚姻秩

序和家庭完整性的平衡；处理好追求实质正义与

兼顾程序正义的关系，做好释明与调解工作，让

当事人在家事审判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理好强

化裁判说理与恪守裁判边界的关系，加强裁判说

理论证，实现家事裁判情理法的多维交融，让家

事审判更接“地气”。 

 

中国妇女杂志 陈晨 

目前双薪家庭是现代城市家庭的主要形态，

若夫妻感情破裂进入离婚诉讼，女方能否提出家

务劳动补偿？补偿的数额如何确定？ 

 

一中院团河法庭庭长 张琳  

离婚经济补偿（家务劳动补偿）、离婚经济帮

助和离婚损害赔偿共同构成了离婚救济制度。《民

法典》对于这三大离婚救济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

是为关照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法官

会格外注意各项制度的甄别和选择，在特定的案

件情形下适用与之相对应的救济制度和《民法典》

条文。关于家务劳动补偿数额的确定，可以参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

和强度、请求权人的损失利益以及离婚时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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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状况和离婚后可预见的经济能力差异等因素

综合考虑。 

 

北京政法网 高煦冬 

在家事领域，居住权制度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一中院团河法庭副庭长 高春乾 

在离婚经济帮助中，若离婚后一方没有住处，

另一方帮助的形式可包括在属于个人所有的房屋

上为对方设立居住权；在离婚时唯一住房分割中，

可通过离婚协议或单独约定设立居住权的方式，

平衡好居住与财产分割的关系；在父母子女关系

中，如果父母在资助购房或转让房产时与子女合

同约定或争议后由法院裁决，在该房产上设立居

住权，可解决实践中此类争议；在继承中，通过遗

嘱、遗赠扶养协议也可以设立居住权。设立居住

权，应当通过书面合同或遗嘱方式设立，且只能

在住宅（包括附属设施）上设立，设立居住权要办

理登记，且不能转让和继承。 

 

北京青年报 王浩雄 

在立打印遗嘱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中院团河法庭副庭长 钟贝 

打印遗嘱作为法定遗嘱方式，应当首先符合

有效遗嘱所要求的实质要件，如，遗嘱人在设立

遗嘱时必须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必须是遗

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能处分遗嘱人的个人财

产等等。从形式要件来看，订立打印遗嘱还需要

注意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

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需

要注明年月日。此外，还要注意的是，不要在遗嘱

主文部分同时出现打印和书写的“混合形式”，

以避免产生遗嘱的效力争议。 

代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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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院长 焦洪昌 

此次新闻发布会，我感受到家事审判越来越

专业化，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契合统一，《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和社会法的融合，这也对法官的法律

适用方面提出了挑战，希望法院在家事审判中有

更多的创新举措，维护法律程序公正和公民合法

权利。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办

公室副主任（兼） 王红 

发布会非常全面，有观点有数据有分析。通过

介绍一中院家事审判总体情况，让我们了解家事

审判的广泛性，对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积极作用。

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确实应引起高度重视，保护好

未成年人权益也是极为重要的，感谢法院在离婚

案件中对未成年人的关注，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李大中 

一中院及时总结《民法典》施行后家事审判经

验并发布典型案例，对社会有非常好的指导意义。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认为家事审判对

维系家庭稳定、社会治理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一

中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准确适用法律，对案件典型

意义归纳正确，判后寄语、离婚证明书等工作充

分体现了司法为民理念，应当充分肯定。 

北京市第⼀中级⼈⺠法院 家事审判贯彻落实⺠

法典典型案例 

案例⼀ 

 刘某与祝某于 2005年 12⽉登记结婚，双⽅

⼦⼥均已成年。刘某曾起诉要求与祝某离婚，法

院于 2019年 5⽉判决驳回刘某的离婚请求。现刘

某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并明确不主张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祝某表示不同意离婚。经法院调解，双⽅

不能达成⼀致意⻅。法院认为，第⼀次起诉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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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分居⾄今，已满⼀年，

夫妻感情未得以修复，婚姻关系并未改善。现刘

某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持续提起诉讼表明刘某

要求解除婚姻的意志坚决，应认定夫妻感情破裂。

祝某主张夫妻感情未破裂，但未提供充分证据。

应依法适⽤《⺠法典》第⼀千零七⼗九条第五款

之规定，判决准予刘某与祝某离婚。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分居满⼀年再次起诉离婚应当依法判离。

《⺠法典》施⾏前的法律事实持续⾄《⺠法典》施

⾏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事纠纷案件，适⽤《⺠

法典》的规定，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分居满⼀年，

⼀⽅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零七⼗九条第

五款，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分居

满⼀年，⼀⽅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

婚。  

《最⾼⼈⺠法院关于适⽤时间效⼒的若⼲规

定》第⼀条第三款《⺠法典》施⾏前的法律事实持

续⾄ 《⺠法典》施⾏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事

纠纷案件，适⽤《⺠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

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条《⺠法典》施⾏前，经⼈⺠法院判

决不准离婚后，双⽅⼜分居满⼀年，⼀⽅再次提

起离婚诉讼的，适⽤《⺠法典》第⼀千零七⼗九条

第五款的规定。  

第⼆⼗⼋条第⼆款 本规定施⾏后，⼈⺠法院

尚未审结的⼀审、⼆审案件适⽤本规定。  

案例⼆  

李某与张某于 2001年 3⽉登记结婚，现李某

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张某离婚。张某同意离婚，认

为李某存在过错，要求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张

某提交李某微信收藏夹中与⼀名⼥性的不雅照⽚

及较亲密的⽇常合影。关于张某主张李某在婚姻

中存在过错⼀节，法院认为，对于张某提供的照

⽚，因李某未作出合理解释，上述证据能够证明

李某在婚姻中存在过错，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

对张某予以照顾，张某分得 60%，李某分得 40%。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充分体现照顾⽆过错⽅权益的原则。《⺠

法典》第⼀千零⼋⼗七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

同财产由双⽅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和

⽆过错⽅权益的原则判决”，增加的按照照顾⽆

过错⽅权益的原则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体现

了《⺠法典》惩罚过错⽅、保护⽆过错⽅的⽴法⽬

的。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零⼋⼗七条离

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协议处理；协议不

成的，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

顾⼦⼥、⼥⽅和⽆过错⽅权益的原则判决。对夫

或者妻在家庭⼟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

当依法予以保护。 

案例三  

王某与刘某于 2008 年 10⽉登记结婚。王某

系再婚，与前夫⽣育⼀⼥。刘某因对继⼥实施强

奸、强制猥亵，被法院判决犯强奸罪和强制猥亵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王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主

张刘某系过错⽅，要求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

主张刘某⽀付过错赔偿⾦100000 元。法院认为，

刘某对继⼥的⾏为已严重违背伦理道德，严重伤

害了夫妻感情，对于造成双⽅离婚具有重⼤过错，

分割财产时对于⽆过错⽅王某应予以照顾并⽀持

王某主张过错赔偿⾦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照顾⽆过错⽅权益，与离婚过错赔偿可以同

时适⽤。《⺠法典》既规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

也规定了在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要体现照

顾⽆过错⽅权益的原则，对应的两个法条可以同

时适⽤。本案中，刘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继

⼥的⾏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不仅触犯刑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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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童造成严重伤害，应认定为具有重⼤过错，

应同时适⽤离婚过错赔偿和在判决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时照顾⽆过错⽅权益的相关法律规定，加⼤

对⽆过错⽅保护⼒度，切实维护妇⼥⼉童合法权

益。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零⼋⼗七条离

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协议处理；协议不

成的，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

顾⼦⼥、⼥⽅和⽆过错⽅权益的原则判决。 

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

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第⼀千零九⼗⼀条有下列情形之⼀，导致离

婚的，⽆过错⽅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重婚；

（⼆）与他⼈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过错。 

案例四  

安某与⻢某于 2016年 1⽉登记结婚，婚内⽣

育⼀⼥。⻢某称安某不履⾏家庭义务，导致⻢某

不得已⾃分居后离职独⾃照顾幼⼉，多年⽆法⼯

作，个⼈⼯作能⼒贬值，要求安某给付其 5 万元

家务劳动补偿。法院认为，夫妻⼀⽅因抚育⼦⼥、

照料⽼年⼈、协助另⼀⽅⼯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请求补偿，另⼀⽅应当给予

补偿。具体办法由双⽅协议；协议不成的，由⼈⺠

法院判决。本案中，双⽅分居时，婚⽣⼥不满⼀周

岁，后随⻢某 共同⽣活。近五年时间⾥，对婚⽣

⼥的抚养义务主要由⻢某完成。⻢某因照顾幼⼉

主动离职，加重了单独抚育⼦⼥的⽣活负担。法

院对⻢某家务劳动价值予以认可，综合考量⻢某

独⾃抚育婚⽣⼦的时间、双⽅的收⼊及经济状况

等因素，判定安某给付⻢某⼀定 数额的离婚经济

补偿。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离婚时主张经济补偿

的依据和处理。《⺠法典》关照妇⼥在家庭和社会

中的弱势地位从⽽在法律层⾯予以矫正。离婚经

济补偿以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为必要条件，⽬的是

在离婚时照顾⼥⽅和⼦⼥权益，从⽽更充分地体

现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进⽽实现两性的实质平等。

具体补偿的数额，可以结合单独抚养⼦⼥的时间、

双⽅的收⼊及经济状况、本地基本⽣活⽔平等因

素酌情确定。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零⼋⼗⼋条 

夫妻⼀⽅因抚育⼦⼥、照料⽼年⼈、协助另⼀⽅

⼯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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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院判决。 

案例五  

刘某与张某系夫妻，⽣育 4 名⼦⼥。401号房

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刘某 1 持有遗嘱⼀份，

主张按照遗嘱独⾃继承涉案房屋，该遗嘱为打印

件，遗嘱打印时间为 2010年 3⽉10⽇，加盖有张

5某⼈名章并捺⼿印，另有两名⻅证⼈署名。刘某

同时提供视频录像，录像内容显示仅出现⼀名⻅

证⼈，张某在该⻅证⼈协助下加盖了⼈名章并捺

⼿印。法院认为，因刘某提交的录像视频并 未反

映两名⻅证⼈在场⻅证，并且⻅证⼈均未出庭证

实遗嘱真实性，故对该份遗嘱的效⼒不予认定。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打印遗嘱应符合形式

要件。《⺠法典》中⾸次明确规定了打印遗嘱这⼀

新类型的遗嘱形式，但由于当事⼈对法律规定的

认识偏差和思维惯性，导致打印遗嘱的认识不准

确，从⽽产⽣争议。《⺠法典》对于打印遗嘱的形

式要件既要求两个以上⻅证⼈在场⻅证，同时也

要求遗嘱⼈和⻅证⼈在打印遗嘱的每⼀⻚签名，

并注明年、⽉、⽇。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百三⼗六条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证⼈在场⻅证。遗嘱

⼈和⻅证⼈应当在遗嘱每⼀⻚签名，注明年、⽉、

⽇。 

《最⾼⼈⺠法院关于适⽤时间效⼒的若⼲规

定》第⼗五条 《⺠法典》施⾏前，遗嘱⼈以打印

⽅式⽴的遗嘱，当事⼈对该遗嘱效⼒发⽣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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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法典》第⼀千⼀百三⼗六条的规定，但是

遗产已经在《⺠法典》施⾏前处理完毕的除外。 

案例六  

李某与丁某婚内⽣育李⼩某。双⽅均同意离

婚，但就⼦⼥抚养权存在争议。案件审理中法官

单独征求李⼩某意⻅。李⼩某表示愿意和⽗亲李

某⼀起⽣活。⼆审中丁某提交了李⼩某书写的⼀

张字条，内容为“也可以和妈妈⼀起⽣活”。法

院认为，丁某虽主张孩⼦所述选择为李某逼迫和

教唆所致，但根据⼀审谈话笔录记载， 法官与李

⼩某谈话时，⽗⺟均未在场，整个谈话过程能够

体现系 李⼩某的情感流露和⾃然表达，不存在被

逼迫等情形。虽然⼆审中丁某提交了李⼩某书写

的字条，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并考虑到未成⼈⼼

智及孩⼦相较于⽗⺟家庭地位等因素，法院采信

并尊重李⼩某和法官谈话时所表述的抚养意愿，

最终判定李⼩某由李某直接抚养。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判决离婚处理⼦⼥抚

养权，⼦⼥已满 ⼋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在对离婚后⼦⼥抚养问题的处理上，《⺠法典》新

增了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原则以及⼦⼥已

满⼋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的规定。由于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已经是限制⺠事⾏为能

⼒⼈，具有⼀定的表达能⼒和判断能⼒，因此在

⽗⺟双⽅对⼋周岁以上未成年⼦⼥的抚养问题⽆

法达成协议时，应考虑⼦⼥的意⻅，尊重⼦⼥的

真实意愿。特别说明的是，孩⼦的意⻅并⾮抚养

权归属裁判的唯⼀依据，仍然应当根据最有利于

未成年⼦⼥的原则确定⼦⼥抚养权的归属。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零⼋⼗四条 

⽗⺟与⼦⼥间的 7 关系，不因⽗⺟离婚⽽消除。

离婚后，⼦⼥⽆论由⽗或者⺟直接抚 养，仍是⽗

⺟双⽅的⼦⼥。离婚后，⽗⺟对于⼦⼥仍有抚养、

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

⼦⼥，以由⺟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

⼦⼥，⽗⺟双⽅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

法院根据双⽅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

⼦⼥的原则判决。⼦⼥已满⼋周岁的，应当尊重

其真实意愿。  

案例七  

魏某与王某于 2013年 6⽉登记结婚，魏某以

感情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王某同意离婚，

但称其身患癌症，现正处于化疗阶段， 其⽆固定

⼯作和收⼊来源，要求魏某给付其经济帮助⾦5万

元。法院认为，离婚时，如果⼀⽅⽣活困难，有负

担能⼒的另⼀⽅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

双⽅协议；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本案中，

考虑到王某暂⽆固定⼯作且患病的实际情况，查

明魏某有固定收⼊，具有负担能⼒，故判定魏某

给予王某经济帮助⾦5万元。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身患疾病且⽆经

济来源，离婚时可主张经济帮助。离婚经济帮助

作为独⽴的请求权，成⽴要件有两个，⼀是夫妻

⼀⽅在离婚时⽣活困难，⼆是另⼀⽅有负担能⼒。 

认定⼀⽅⽣活困难，⼀般是指依靠个⼈财产和离

婚时分得的财产⽆法维持当地基本⽣活⽔平。司

法实践中应综合考虑是否完全或 8 ⼤部分丧失

劳动能⼒、残疾或患有重⼤疾病、因客观原因失

业且收⼊低于本市城镇居⺠最低⽣活保障线、其

他⽣活特别困难的情形等。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零九⼗条离

婚时，如果⼀⽅⽣活困难，有负担能⼒的另⼀⽅

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协议；协议

不成的，由⼈⺠法院判决。 

案例⼋  

任某与侯某婚后感情破裂，任某向法院起诉

离婚。侯某同意离婚，主张任某与其共同承担 48

万元债务。法院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名义超出家庭⽇常⽣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侯某主张的债

务系其以个⼈名义向银⾏贷款，且数额超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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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需要，款项未⽤于共同⽣活、共同⽣产

经营，并且没有证据证明是基于夫妻双⽅共同意

思表示，故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侯

某个⼈予以偿还。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婚内⼀⽅以个⼈名义

超出家庭⽇常⽣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法典》第⼀千零六⼗四条新增了夫

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该条⽂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标准，夫妻⼀⽅以个⼈名义超出家庭⽇常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个⼈

债务。在平衡保护债权⼈利益的同时，对于未举

债⼀⽅利益进⾏了⽴法保护，对维护家庭和谐稳

定、规范交易秩序和社会秩序有着积极作⽤。 

关联法条为：《⺠法典》第⼀千零六⼗四条 

夫妻双⽅共同 签名或者夫妻⼀⽅事后追认等共

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在婚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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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超出家庭⽇常⽣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能

够证明该债务⽤于夫妻共同⽣活、共同⽣产经营

或者基于夫妻双⽅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2022-06-29  怀柔法院   

https://hrq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2/06/id/6767742.shtml 

案例一：禁止家庭暴力——女子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 

【核心价值】家风家德 

【基本案情】 

杨女士称其与丈夫在闲聊时发生口角，丈夫

用拳头猛击其头部，还言语恐吓杨女士若叫出声

就变本加厉，其报警并就医后被诊断为脑外伤。

结婚两年间，丈夫多次对其殴打，还持刀恐吓，其

为了孩子选择原谅，这反而让丈夫更加肆无忌惮。

为此，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结合杨女士所述及其提交的

诊断证明书、监控视频录像等证据，其存在遭受

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依

照《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在 48 小时内作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禁止杨女士的丈夫对其实施家庭暴

力，禁止骚扰、跟踪、接触杨女士。 

【典型意义】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宁，家庭幸福则社会祥

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

家庭暴力行为，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该

案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设立一道“隔离墙”，

禁止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旗帜鲜明地向家庭

暴力说“不”，引导公众树立良好家风家德，促使

崇尚文明、反对暴力成为社会成员的良好风尚。 

案例二：外嫁女可平等继承遗产——女儿起诉分

割离世父亲自留地补偿款案 

【核心价值】男女平等 

【基本案情】 

彭大爷以个人名义从村委会长期承包 600 亩

自留地，并雇用村民和自己一起植树造林。彭大

爷去世后，其子将 43 万余元地上物补偿款领走，

两个已出嫁女儿起诉要求分割。彭大爷儿子辩称，

彭大爷以家庭方式承包，外嫁女不应再享有娘家

自留山的承包经营权，涉案补偿款在彭大爷离世

后取得，不属于遗产。 

【裁判结果】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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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法院认为，彭大爷系个人承包涉案自留

山，长期取得土地经营权，地上物补偿款应作为

彭大爷生前对承包所投入的资金和所付出的劳动

及其增值和孳息因征用取得的价额，该价额作为

遗产，由继承人依法继承。两个女儿作为继承人，

可依法平等继承相应份额。 

【典型意义】 

权益的享有不以性别为区分，女性并不因外

嫁而丧失继承资格。通过公开协商方式取得土地

经营权的，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在其死亡后依

照继承的规定继承。该案在认定个人承包地的地

上物补偿款为遗产的基础上，判决两个女儿可依

法继承相应份额，彰显了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念，对移风易俗有重要意义。 

案例三：代为照料亲属子女可索要抚养费——姐

姐诉弟弟索要无因管理费案 

【核心价值】友善帮扶 

【基本案情】 

任先生夫妇生育儿子小任后，因无力抚养，将

小任交由任先生的姐姐任女士照料，任先生支付

一定抚养费。小任 10岁时，任先生夫妇将其接走，

因小任不愿意，后又回到任女士家中生活。任女

士夫妇起诉要求任先生夫妇支付小任出生后及 10

岁之后代为抚养小任的费用 20万元。任先生表示，

将小任接走前，他每月都把自己的部分收入给姐

姐，也帮着姐姐打工，用于抵扣抚养费。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任女士夫妇对于弟弟的儿子

小任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虽然小任出生之初，

双方存在代为抚养的合意，但在任先生将小任接

走后，小任因不愿意与其一同生活，又回到任女

士夫妇家庭，任先生未再支付抚养费，双方已不

存在代为抚养的合意，任女士夫妇的行为应属无

因管理。双方均认可任女士夫妇抚养小任的事实，

故其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请求应予支持。但任女士

夫妇主张的金额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法院根

据双方当事人陈述、小任生活支出需要、已支付

抚养费情况等，酌情确定任先生夫妇支付 5 万元

抚养费。 

【典型意义】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

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姐姐一家对

于弟弟的子女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因照料弟弟

子女所代为支出的生活费、医疗费等抚养费用，

应由受益的弟弟一家给付。该案一方面肯定了姐

姐基于亲情的无私付出，另一方面也综合考量案

件情况酌情认定弟弟应给付的数额，弘扬了互帮

互助、和谐友善的价值观念，让判决更具温情。 

案例四：事实上的被抚养人有赡养义务——老人

要求抚养教育的同居人子女赡养案 

【核心价值】尊老孝亲 

【基本案情】 

李大爷与张大妈经人介绍相识，举行了结婚

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张大妈带着自己 14岁的

女儿小柳与李大爷共同居住。18年后，李大爷与

张大妈发生纠纷，解除了同居关系。年老体弱、无

劳动能力的李大爷起诉小柳索要赡养费。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李大爷在与张大妈、小柳共同

居住后，照料小柳至 18岁，与小柳之间形成了事

实的抚养关系。现李大爷年事已高，缺乏劳动能

力，小柳应对其履行赡养义务。根据李大爷的经

济状况、实际需要以及小柳的负担能力等因素，

酌情确定了小柳应给付的赡养费。 

【典型意义】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年子女

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

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李

大爷虽非小柳生父，却抚养教育小柳成年，这个

事实并不因李大爷与小柳生母分居而改变。该案

判决小柳应履行赡养义务，弘扬了我们一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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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的孝道，体现了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案例五：养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离异夫

妻推脱抚养女儿案 

【核心价值】幼有所养 

【基本案情】 

王先生（化名）与刘女士经人介绍相识结婚，

八年后生育女儿小王。结婚十五年后，王先生以

未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等为理由起诉离婚，请求

判令女儿小王随刘女士一同生活、王先生每月给

付 500元抚养费直至小王 18周岁。刘女士同意离

婚，但辩称自己无经济来源，无法抚养、也无法负

担抚养费。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双方同意离婚，故对离婚请求

予以支持。综合双方抚养能力现实情况，为保障

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由王先生抚养小王为宜。

刘女士虽辩称因自身没有经济来源，不同意支付

抚养费，但抚养未成年子女系父母的法定义务，

考虑到各方情况及子女需要，酌定刘女士每月支

付 500元抚养费。 

【典型意义】 

抚养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生而不

养”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

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更应尽全力

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另一方照料更合适、

自身无能力给付抚养费等，都不能称为推脱养育

责任的正当理由。该案结合当事人抚养能力，判

决一方抚养女儿、另一方支付抚养费，公平分担

了离异夫妻的抚养责任，努力减轻对未成年人的

伤害，让未成年人有“家”。 

案例六：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女子委托他人调查、引诱“第三者”案 

【核心价值】公序良俗 

【基本案情】 

郑女士委托梁先生查找其男友在其之外，与

其他女性交往的照片、开房记录等个人信息，并

要求梁先生与该女性发生情侣关系，以达到让该

女性离开其男友的目的。为此，郑女士向梁先生

转账 15万余元。郑女士称，其后来认识到委托事

项违背公序良俗，准备报警处理时，梁先生愿意

将转账款项转为借贷，并出具了借条，因此双方

达成了借贷合意，故诉请梁先生返还 15万余元并

支付利息。梁先生则辩称，双方为雇佣关系，且雇

佣事项已经完成，借条是在郑女士逼迫下出具。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委托与受托事项违

背公序良俗，自始无效，提出严肃批评教育。基于

该关系产生的纠纷不受法律保护，亦无法通过合

意将所涉款项转化为借款，故双方之间借贷关系

不成立。任何人不应因其从事的违背道德的行为

而获利，即便梁先生确实从事了私下调查他人的

行为，亦无法因该行为而获得报酬，梁先生应退

还郑女士向其转账的款项，郑女士请求的利息不

予支持。考虑纠纷由郑女士主动委托而产生，酌

定诉讼费由郑女士承担。 

【典型意义】 

公序良俗指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包含社会

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

可遵循的道德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

体现。《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违

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该案坚决认定

以委托调查、引诱“第三者”为内容的合同无效，

且无效行为不能通过“包装”合法化，作出合法合

理的判决，弘扬了社会公共道德，稳定了社会秩

序。 

案例七：狗惹祸主人担责——骑行时被不拴绳的

狗冲撞摔伤案 

【核心价值】文明饲养 

【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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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先生遛狗时未栓狗绳，狗由东向西奔跑，与

刘先生驾驶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时发生接触，

造成车辆损坏，刘先生受伤，住院 22天。经鉴定，

刘先生肋骨骨折构成十级伤残。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刘先

生因被薛先生饲养的狗冲撞导致受伤，薛先生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刘先生各项损失 16万余元。 

【典型意义】 

饲养动物尤其是遛狗不栓狗绳致人伤害的情

况并不少见。谁引发风险谁担责，谁受益谁担责。

该案判决不栓狗绳遛狗的薛先生承担刘先生的损

失，通过司法裁判对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负面评

价，对维护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秩序具有积极意

义。 

案例八：无过错不担责——追车争执导致自己受

伤案 

【核心价值】自由法治 

【基本案情】 

雷先生驾驶机动车行至一处加油站路口，严

先生步行至车前，雷先生按响喇叭后，严先生躲

闪过去，两人因按喇叭事宜当场发生言语冲突。

在雷先生驾车离开时，严先生追上并接触到雷某

的汽车尾部，试图继续争执，却摔倒受伤。雷先生

下车后，两人又发生了言语冲突，严先生对雷先

生进行了肢体推搡。严先生当日被诊断为指骨骨

折，花费医药费七千余元，后起诉索赔。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严先生起诉要求雷先生承担

侵权责任，但在案证据不能证明严先生的损害结

果与雷先生起步加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不能

证明雷先生起步加油行驶存在过错，故严先生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典型意义】 

司法并不是“谁受伤谁有理”“谁闹谁有理”。

构成侵权责任，应同时具备侵权行为、损害后果、

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

存在过错四个要件。当事人仅因马路上的喇叭声

发生冲突，在一方选择离开后，另一方继续追逐

争吵以致自己受伤，在对方明显没有过错的情况

下，损害后果应自担。该案虽小，但公平公正，没

有“和稀泥”，对教育引导社会大众莫因小事动怒

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九：未尽敬业义务造成损害应赔偿——银行

追索 POS 机持有人为盗刷者套现损失案 

【核心价值】敬业尽责 

【基本案情】 

高女士在银行申领的借记卡被他人通过 POS

机消费交易，盗刷 23万余元。警方侦察发现，陈

某通过在某公司办理的 POS 机终端，为一名持卡

和密码的男子套现涉案数额，在收取该男子 5700

余元手续费后，将余款交给该男子。高女士起诉

涉案银行所属支行，要求赔偿存款损失等，法院

认定银行未采取适当措施保障储户资金安全，判

决银行承担 18 万余元的赔偿责任。银行赔偿后，

向陈某追索。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陈某作为 POS 机的持有人，

经常为他人提供刷卡服务，应当对银行卡具备一

定的识别能力。盗刷人持伪造的借记卡找到陈某

套现，而不是按照常理到网点提现，陈某应当对

这种违反常理的行为提高警惕，仔细审查盗刷人

的身份信息及银行卡信息。陈某未尽到审查义务，

为盗刷人提供了刷卡服务，致使高女士银行卡被

盗刷，财产遭受侵害，陈某对高女士的损失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银行对高女士的损失进行了赔付，

有权向陈某行使追偿权，故对银行要求陈某赔偿

其盗刷赔付款 18万余元的请求予以支持。 

【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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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与敬业，已经成为职业道德的灵魂，是公

民应当遵循的基本价值规范之一，日常工作开展

中谨慎注意。这起案件中，盗刷人违背常理套现，

陈某为中间费忽视行为的不合理性，未谨慎对待

他人财产安全，法院判决陈某承担最终责任，对

警示公众敬业尽责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十：“天价”追索不予支持——经纪公司诉

请艺人支付酬劳案 

【核心价值】公平秩序 

【基本案情】 

甲公司与王女士签约，全权代理王女士短视

频账号内容的策划、宣传及相关商业活动。但甲

公司安排宣某为王女士拍摄部分视频后，宣某作

出希望王女士另行与其他公司签约的表示遭拒，

未再为王女士提供服务。合约期间，甲公司与王

女士沟通处理方案未果，王女士与乙公司签订协

议，委托乙公司作为其短视频、直播平台及商务

合作业务的独家经纪人及运营方，并在其后向甲

公司邮寄解约通知书。甲公司起诉王女士继续履

行合同，支付税后酬劳 500 万元。王女士反诉请

求确认合同已解除。 

【裁判结果】 

怀柔法院认为，合约期内，无证据表明甲公司

安排的工作人员持续为王女士提供服务，但王女

士并未及时沟通，也未认可任何一个处理方案，

而是另行与乙公司签订经纪合约，其作为违约方

邮寄的解约通知书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但涉案合同的履行具有人身依赖性，需当事人主

观自愿进行配合，王女士已经以自身行为表明不

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涉案合同已经不具有继续

履行的现实基础，故双方合同于判决生效之日解

除。综合考虑甲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王女

士的账号粉丝数量变化情况及其获取商业报酬的

情况等因素，甲公司要求的赔偿数额极高，法院

酌情认定为 80万元。 

【典型意义】 

契约精神应该得到维护，但不合理加诸对方

义务、限制从业自由的“天价追索”“继续履行”

非应有之义。该案立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认定艺人违约，但根据对艺人的投入情况、影

响力、违约轻重程度、收益情况等调整赔偿数额，

引导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符合社会公平正义，

有利于规范新兴行业秩序。 

委托他人调查、引诱“第三者”，可行？ 

2022-06-29   京法网事  韩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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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电动车正常在马路上行驶，却突然被未栓

绳的狗从侧面飞奔冲撞，摔成肋骨骨折。这样的

“飞来横祸”并不少见，如何有效规制引导呢？ 

6月 29日上午，怀柔法院召开通报会，发布

了十起涉及婚姻家庭和社会秩序的典型民事案例，

展现法理情融合的是非曲直和“鲜活的教训”，

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价值观念的示范引领作用。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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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撞人” 案件即为其中之一，心存侥幸的

狗主人被判赔偿各项损失 16万余元，司法裁判对

不文明养犬行为予以负面评价！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 案例是法治

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是人民群众更好学法懂法

守法用法最生动的法治教材。怀柔法院副院长孙

吉旭表示，十起典型案例从公序良俗、友善帮扶、

男女平等、家风家德、尊老孝亲、文明饲养、敬业

尽责、公平秩序等多个方面、不同角度，弘扬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报中，有这样一则“电视剧中的故事”。郑

女士委托梁先生查找其男友在其之外，与其他女

性的交往照片、开房记录等个人信息，并要求梁

先生与该女性发展成情侣关系，以达到让该女性

离开其男友的目的，为此向梁先生支付 15万余元。

郑女士称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委托事项违背公序良

俗，准备报警处理时，梁先生愿意将转账变为借

款。于是，郑女士拿着梁先生出具的借条起诉追

索转账款及利息。 

怀柔法院以有违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双方合

同自始无效，皆不应从中获利，判决梁先生返还

15 万元，未支持郑女士的利息请求，还让郑女士

承担了案件诉讼费。 

 

怀柔法院审管办（研究室）法官助理胡鹏说，

公序良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该案

坚决认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且

无效的行为不能通过“包装”合法化，弘扬了社

会公共道德，稳定了社会秩序。 

另一起案例中，姐姐代无力抚养儿子的弟弟

抚养孩子，弟弟依约支付一定抚养费。抚养到 10

岁时，弟弟将孩子接走，因孩子不愿意，又回到姐

姐家中生活。姐姐夫妇起诉弟弟夫妇索要抚养费。

怀柔法院依照孩子的生活支出、弟弟已支付抚养

费等情况，酌情判决弟弟夫妇给付抚养费 5万元。 

 

怀柔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石凤忠认为，

姐姐一家对于弟弟子女并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因

照料弟弟子女所代为支出的生活费、医疗费等抚

养费用，应由受益的弟弟一家给付。该案一方面

肯定了姐姐基于亲情的无私付出，另一方面也综

合考量案件情况酌情认定弟弟应给付的数额，弘

扬了互帮互助、和谐友善的价值观，让判决更具

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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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怀柔法院还通报了女子遭家暴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外嫁女起诉分割离世父亲

自留地补偿款案、抚养教育的同居人子女应赡养

老人案、追车争执导致自己受伤起诉被驳案、银

行追索 POS 机持有人为盗刷者套现损失案、经纪

公司索要“天价”酬劳案等案例。孙吉旭副院长

倡议，要尊老爱幼、互帮互让，营造和谐的情感家

庭关系，要诚信友善、平等公正，遵守社会公共秩

序，要保留证据、依法维权，维护法律尊严。 

 

扫描二维码查看完整案例 

“怀柔法院发布的十起典型民事案例关系家

庭伦理和社会公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指引性。

司法裁判在法治轨道上明规则、破难题、扬正气、

树新风，彰显了公正、法治、平等、和谐等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对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有很大帮

助。我从中切身感受到了案件中的法理情交融、

感受到了法院对‘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践行，

希望法院继续发挥案例的‘教材作用’，积极引

领社会风气向上向善。”北京市人大代表杜赛男

说道。 

全国首家！深圳涉外涉港澳台家事审判中心揭牌成立 

2022-07-06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osb-qfsxwUD1UBocpHkgZw 

2022年 7月 6日上午，深圳涉外涉港澳台家

事审判中心（以下简称“审判中心”），在龙华揭

牌成立，标志着全国首家实行，第一审涉外涉港

澳台家事案件集中管辖的审判中心正式运行！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分党组成员、党

务廉政专员张新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院长张应杰，龙华区委书记王卫，市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黄毓琼共同为审判中心揭牌。 

审判中心的定位和职能 

2021年 12月 14日，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

指定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集中管辖深圳市第一

审涉外涉港澳台家事案件。审判中心是为落实改

革工作部署而成立，集中办理第一审涉外涉港澳

台家事案件的一站式、专业化解纷平台。建立一

站式、专业化的审判中心，妥善化解各类涉外涉

港澳台家事纠纷，有利于推动打造国际一流法治

化营商环境，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

建设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审判中心重点工作 

审判中心将以搭建智能化解纷平台、推动国

际化法治人才培养、开展常态化国际司法交流为

抓手，集中打造立足深圳、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

一流家事审理平台。将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工

作： 

一是加大跨境婚姻家庭及未成年子女权益保

护力度，推动建立一站式跨境家事诉讼“云平

台”，最大限度地便利跨境家事纠纷当事人参与

诉讼。 

二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司法认同，

探索符合粤港澳三地文化和司法实践的家事纠纷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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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机制，创新粤港澳家事审判司法合作交流机

制，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涉外涉港澳台

诉讼服务体系。 

三是提升涉外涉港澳台家事审判专业化水平，

配备专业化家事矛盾纠纷审判调处团队，配齐符

合家事纠纷当事人情感需求的心理评估室、单面

镜观察室、减压室等功能室，积极选任港澳台地

区及外籍调解员参与家事纠纷化解。 

张新庆在讲话中强调，在深圳实行第一审涉

外涉港澳台家事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深圳两级法院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按照最高法院批复意见，把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定做到“两个维护”体

现到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家事案件集中管辖改革

的方方面面，切实把改革项目推进好、落实好、宣

传好，做好两岸三地和涉外司法规则衔接，助力

打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张应杰在致辞中指出，希望龙华法院全面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发扬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全力建

设好深圳涉外涉港澳台家事审判中心，积极探索

符合粤港澳三地社会文化和司法实践的家事纠纷

化解机制，加强“一国两制三法域”背景下的司

法规则研究，切实把审判中心建设成为基层党建

的模范、司法改革的样本、司法公信的高地、法治

交流的桥梁，为全国、全省法院提供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 

王卫在致辞中表示，深圳涉外涉港澳台家事

审判中心揭牌成立，是深圳、龙华法治建设领域

的一件大事、喜事，必将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司法规则衔接和融合发展，为社会安定和谐和

特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龙华区将一

以贯之支持审判中心建设，让审判中心切实履行

职能、充分发挥作用，努力为全市改革发展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行委员、香港特区

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将协助推动香港司法机构

与审判中心加强司法协作，提高家事审判跨境委

托取证、送达、认可和执行等工作效率，鼓励香港

调解员积极参与审判中心的涉外涉港澳台家事调

处，为大湾区家事诉讼规则衔接和司法认同作贡

献。 

市中级法院、市妇联，龙华区委、区政府等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司法赋能丨新会法院巧解困扰三代人涉侨房产分割难题，保护侨眷实质权

益 

2022-07-11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69WVFPdWA1PwkoBAP8VvBQ 

三套涉侨房产，争议持续近 20余年，困扰三

代人，案涉 12名当事人，分布在中国内地、中国

香港、美国…… 

共有财产处理起争议，涉侨房产应如何分割

才能保障各方实质权益呢？ 

近日，新会法院审结了这起涉侨房产共有物

分割纠纷案件，妥善考虑各方合理诉请，依法保

护侨眷合法权益，案件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 

纠纷起源 

据了解，案涉三套房产系案件各当事人祖辈

财产，祖辈移居国外直至离世，其后辈亦散居中

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等地。1999年，部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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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向新会法院提起诉讼，后因部分继承人远在

国外，诉讼成本过高，未能成功处置。2019 年，

其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继承人，再次向新会法

院提起继承诉讼。 

新会法院深入查明案件事实后作出判决，确

认各继承人对三套涉侨房产各自按份享有相应份

额。各继承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后发生法律效

力。后远在美国的侨眷表示其年事已高，不会回

国居住，虽然享有涉侨房产的相应份额，但未能

很好地兑现其实质权益。 

问题来了 

2021年，该案国内一方继承人向新会法院提

起共有物分割诉讼，要求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案件审理过程中，为充分

保障诉讼各方合法权益，新会法院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展开庭审，远在中国香港及美国的

各方当事人均在线参与。 

经审理发现，对案涉三套房屋的分割处理问

题，其他各方均同意变价分割。但身处中国香港

的崔某认为其中某套房屋其儿时居住过，该套房

屋承载了其对祖辈的崇拜与回忆，其份额不希望

出售。 

法院处理 

因本案不存在不得分割共有物的约定，按份

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在分割方式上，鉴于

各方当事人未能就分割方式达成一致协议，且案

涉三套房产位置不同，价格不一，份额分散，也难

以进行实物分割。 

法院遂判令各共有人在一定期限内对案涉三

套房屋自行折价处置并按比例分配价款，如处置

不能则将案涉房屋以拍卖、变卖形式变价分割。 

案件处理过程中，承办法官亦告知被告崔某

有权折价取得案涉房屋或行使优先购买权。经向

其释明后，被告崔某对判决结果亦无异议，息诉

服判。困扰三代人长达二十多年的涉侨房产分割

问题，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法官说法 

案涉三套房产均在国内，而本案的部分当事

人系远在美国的侨眷，考虑其居住生活现状、身

体现状，以按份共有形式享有案涉房产权益，其

相关财产性权益实质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从涉侨房产的特殊性来看，以折价或拍

卖、变卖取得价款的方式进行分割，亦需要同时

考虑该房产是否具有文化价值，以及个别当事人

的情感寄托，体现人文关怀。人民法院应根据个

案不同情况，充分考虑各方合理诉求，衡平各方

利益，最大化保护侨眷合法权益。 

南通中院《南通审判》| 涉“生继”赡养协议的法律适用 

原创：2022-07-15  人民司法杂志社 顾彬 

https://mp.weixin.qq.com/s/80IANFQ8Bcp20X8MOuYTrA 

所谓“生继”赡养协议，即被继承人和法定

继承人签订的赡养协议书。该协议下的权利义务

模式是被继承人将自有的财产以无金钱对价的方

式赠与继承人，继承人则有义务按照约定的内容

赡养被继承人，转让的标的物实体在被继承人在

世时即已交接。 

人身关系是与财产关系不可分离而又不具有

直接物质利益内容的社会关系。鉴于继承关系的

标的指向财产，故继承关系难以被定位为典型的

身份关系。法定继承和指定继承人的遗嘱显然不

是形成的身份行为，但可以归属于附随的身份行

为；遗赠则与当事人的主体身份关联较弱，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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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入身份行为；遗赠扶养协议为我国所独创，具

有福利性质，相较遗赠增加了受遗赠人的生养死

葬义务，法律拟制了法定继承人以外主体的身份

及义务，与收养类似，笔者认为可以归入形成的

身份行为。 

因此，总体而言，继承关系可以归入广义的身

份关系，既然继承关系总体上可归入身份关系，

那么“生继”赡养协议能归入身份关系吗？ 

经比较可以看出，“生继”赡养协议的主体

是被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这与遗赠扶养协议、

遗赠相区别。“生继”赡养协议中财产赠与于被

继承人在世时即发生法律效力甚至实际履行，系

生前行为，这与法定继承、遗嘱相区别。因此，

“生继”赡养协议难以归入现行法规定的继承方

式之中。 

“生继”赡养协议与继承关系不尽相同，那

还能认定为身份关系吗？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考察身份行为的性质和内涵可以发现，其基

本属性有以下几点：一是以变动亲属法上的权利

义务或实现亲属法上的效果为必要目的。二是亲

属身份创制的“事实先在性”，这根本区别于财

产行为的创设性特征。正是因为亲属身份的种类

和内容等在人伦秩序上早已安排，身份行为才被

认为是不得附期限或条件的，身份法上的强行性

规范才如此之多。三是特殊身份地位的设定和解

消仍源自于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这是身份行为的

本质，身份行为不仅存在意思表示空间，而且，该

意思表示的内容与身份关系的变动效果直接关联。

“生继”赡养协议完全符合上述身份行为的内涵

特征：以变动调整赡养关系的具体内容为必要目

的，协议主体双方的亲属关系是签约的先决基础，

受赠人的赡养义务或多或少、或重或轻，皆取决

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然不得违反亲属法的强

行性规范）。 

因此，“生继”赡养协议应当属于身份行为，

且为共同行为，行为效果上具有统体性。从类型

上看，较纯粹的身份行为增添了变动财产关系的

目的，而较身份财产行为增添了变动亲属法上权

利义务的目的，似纯粹身份行为和身份财产行为

的融合类型或者说中间类型。依体系解释，有关

身份关系的协议处于婚姻、收养、监护之后并以

“等”字联结，那么前后两部分对象应当是并列

的，不可能只要求后者与身份关系有关即可，而

应与婚姻、收养、监护关系具有同等的定位或类

似的属性，故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至少是基于身

份关系而成立或者说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协议。

此时法条中的“有关”应当作限缩解释。 

以这样的解释结果去考察“生继”赡养协议，

依前文描述的该种协议的内涵特征还是可以对其

适用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民法典第

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落脚点在“参照适用”上，

但在法律方法上直接适用应当优先于间接适用，

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话还有一般法，一般法虽然相

对笼统概括，但仍然属于可直接适用的法律规则。

总则编中民事法律行为等规范是基于财产法的理

念和视角进行创制的，在适用时仍然需要充分关

注身份关系的伦理性，与此不相兼容的总则规范

原则上不得适用于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若适用

总则规范，“生继”赡养协议的撤销问题很容易

就聚焦到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生继”赡养协

议无总则规范可循或要件事实不具备时，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指引法官参照适用合同编

的规范。笔者认为，从法律适用方法上，认为只能

适用合同编是不严谨的，应当说整个分则编都是

可搜索的法源范围。因为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

第一款规定：“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

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可见，

物权编、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都可能贡献出可

堪适用的类推规范，这也是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

款之所以表述为“可以参照”而非“应当参照”

的缘由之一，合同编只不过因为相似度高继而

“产能”相对更大罢了。并且，容易忽略的是，婚

姻家庭编、继承编中虽然没有规则直接规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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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赡养协议，但与其存在相似度的遗嘱、遗赠

扶养协议的终止规则亦可能提供类推规范。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善意执行，父子隔海“云”探视 

2022-07-17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QFNVOih6xwoPEV5caLJhxQ 

近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成功执行一起

跨境探视权案件，承办法官审执联动，通过情法

相融的执行方式，化解了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

促使被执行人依法履行民事调解书，让三年未见

的父子得以隔海“云”探视。 

基本案情 

 

来电当事人高先生，是一位定居在大洋彼岸

的美籍华人。经过南山法院的调解，高先生于 2015

年结束了与国内冉女士的一段跨国婚姻。民事调

解书约定，婚生子小龙（化名，现年九岁）随母亲

在深圳生活。高先生每月向冉女士支付抚养费至

小龙年满 18周岁为止。高先生享有探视权，每年

探视小龙 2 次，每次 7 日，每月能与小龙进行视

频交流 2 次，具体探视、视频的方式由双方自行

协商决定。 

 

起初，双方均能自觉履行调解书约定，但在一

次高先生的探视过程中，小龙不幸头部摔伤，险

摔成脑震荡。从 2018年 12月 21 日开始，冉女士

不予理会高先生探视小龙的请求，仅仅让小龙在

2019年与高先生进行一次视频见面，并且在视频

过程中没有给予父子深入沟通的机会。此后事态

逐渐恶化，冉女士开始拒绝与高先生进行任何形

式的沟通联络。高先生年事已高，又独居海外，思

子心切，无奈之下寻求帮助，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执行 

深入实际 了解心声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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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中，经过多方查找，承办人终于联系

上冉女士。据了解，冉女士不愿配合探视的根本

原因是其对高先生行为处事的不满。冉女士坦言，

双方性格不合，育儿观念分歧较大，时常发生争

吵，在 2018年那次探视孩子摔伤后，加上双方自

身的一些矛盾和摩擦，冉女士不愿主动履行民事

调解书中的相关约定。 

了解原因后，承办人在敦促冉女士履行法律

义务、告知其拒不履行的法律后果的同时，还考

虑到家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有着强烈的情感需求。

在一系列的沟通后，承办人敏锐地意识到解决冉

女士的心理障碍是推进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一

味采取强制措施，未必能令冉女士发自内心予以

配合，并达到理想的探视效果，必须根据本案的

具体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性格特点对

症下药、量体裁衣。 

审执联动 善意执行 

总结以往探视权执行案件办理经验教训，为

提升探视的效果和质量，承办人决定向上借力，

探索家事执行的有效途径，即利用南山法院执行

局与家事审判庭联合共建的家事案件执行联动机

制，邀请心理咨询师参与执行，共同制定本案的

执行方案。 

 

冉女士来到家事执行工作室，心理咨询师为

其进行了情感疏通与心理辅导，分析其拒不履行

的心理和思想症结。经过深度沟通和心理疏导，

冉女士对高先生的负面情绪有所平复，冷静思考

后认识到她与高先生的矛盾并不能成为高先生探

视孩子的阻碍，完整的父爱母爱才更有利于孩子

健康成长。 

 

看到冉女士态度的变化后，承办人与心理咨

询师现场视频连线高先生，通过心理测评分析高

先生的性格特点，承办人指出其与冉女士相处中

存在的问题，并就其与冉女士能够实现正常沟通

交流并行使探视权提出了建议。冉女士当场表示

虽然双方已经离婚，但还是小龙的父母，愿意配

合高先生履行调解书约定。 

 

一周后，高先生发电邮给承办人，欣喜地表示

自己终于通过视频看到朝思暮想的儿子，并且冉

女士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会为配合高先生探

视提供各种便利。因此，高先生十分感谢承办人

与心理咨询师的共同付出，并高度评价了此次兼

顾法律与情感的灵活执行方式。他表示：“非常

感谢法官在我山穷水尽之际，给我以希望；在我

万念俱灰之时，送来了阳光。” 

鹏法君说法 

不同于一般金钱债权执行案件和其他行为执

行案件，此类家事执行案件不宜直接采取强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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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措施，而需要敦促被执行人配合履行。在此情

况下，如果只靠法院执行部门“单打独斗”，一

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但执行效果不甚理想，

甚至可能激化矛盾。 

本案中，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通过心理疏导

“春风化雨”地化解了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顺

利达到了配合探视的目的，有效避免了以往同类

案件办理周期长、执行效果不佳的问题，实现了

办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为推进婚姻家事执行案件的集约处理、提速

增效，南山法院执行局与家事审判庭密切配合，

探索类型化婚姻家事案件的有效执行模式。专门

针对家事执行案件，成立家事案件执行工作室，

组建家事案件专项执行工作团队，采取以执行和

解为主，辅以心理辅导的新模式，有效切合了当

事人情感需求强烈的特点，解决了家事案件执行

中双方当事人情绪对立难题。 

婚姻存续期间“抢孩子”，法院判决：坚持“最有于未利成年人”原则 

2022-07-18 法制日报  

http://appwx.legaldaily.com.cn/share/news/detail_index.html?contentType=5&contentId=414361&cId=0 

小勇和小洁夫妇因家庭琐事产生纠纷，双方

互不让步开始分居，两人的婚生女随女方一起生

活。小勇和母亲来看望孩子时，从小洁母亲手中

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孩子抱走带回老家抚养，并

以各种理由始终未让小洁探望孩子。 

小洁随后提起离婚诉讼，诉讼期间双方亲属

还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冲突并报警。在双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小洁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小勇及其母亲将孩子送回，并由小洁依

法继续行使对孩子的监护权。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

出二审判决，判决被上诉人小勇及其母亲在指定

期限内将上诉人小洁与被上诉人小勇的婚生女送

交小洁，由小洁直接抚养；同时，为保障小勇的合

法权益，判决中也对小勇探望权的行使做出详细

具体的明确。 

据悉，保定中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相关处理原则，并依据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婚内监护权的行使作

出判决，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夫妻反目男方带走孩子藏匿 

小洁与小勇自上初中起相识，经交往于 2019

年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在保定市居住工作。结婚

一年多后，小洁生育一女。孩子的降临让这对夫

妻感受到喜悦，照顾孩子也让他们措手不及。于

是，小勇请母亲前来共同居住帮忙照顾孩子。 

然而，在共同生活中，因对生活琐事没有采取

有效的解决方法，造成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矛盾

不断升级。孩子五个月时，小勇母亲私自将其带

回农村老家，在小洁强烈要求下，第二天小勇母

亲将孩子送回。小洁与小勇在家庭矛盾中互不让

步，两人开始分居，之后协议离婚未果，孩子一直

跟随小洁生活。 

几个月后，小勇及其母亲从老家到保定看望

孩子时，以带孩子买东西为由，从小洁母亲手中

将尚在哺乳期内的孩子抱走带回老家，自此孩子

由小勇及其母亲抚养。此后，小勇出于各种原因

始终未让小洁探望孩子，双方亲属还因孩子的抚

养问题发生过冲突。 

随后，小洁提起离婚诉讼。同时，为了要回孩

子的监护权，小洁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诉请

小勇及其母亲将孩子送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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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孩子的监护权。因不服法院一审判决，小洁

向保定中院提起上诉。 

  抢走幼龄儿侵害平等监护权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小洁依法享有婚生女

的监护权不持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两个

问题，即小勇接走孩子的行为是否正当、孩子由

谁来抚养监护？ 

首先，关于小勇接走婚生女行为的正当性问

题，保定中院审理认为： 

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看，小勇及其母亲擅

自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婚生女径行接走并拒绝将

孩子送回母亲身边，直接导致孩子被迫中断母乳，

小洁与孩子母女不得相见。小勇及其母亲的行为

并未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

而是出于对自己情感需求的满足，以爱之名剥夺

了孩子享有母爱的权利。 

从妇女权益保障的角度看，小洁与小勇作为

婚生女的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毋庸置疑，同样享

有法律规定的监护权，且父母双方的监护权平等，

即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行使监护权时

亦不应当侵害、阻止另一方行使权利。小勇未经

夫妻双方协商一致擅自将婚生女带走藏匿，此后

对小洁探望孩子的要求一度持消极态度，致使小

洁长期不能探望孩子，其行为不仅对未成年子女

的身心健康发展造成损害，也是对小洁平等监护

权的不当侵害。小勇及其母亲的行为违反了“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保障妇女权益以及平等行使

监护权的原则，二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行为给予

否定性评价。 

其次，关于对婚生女由谁抚养监护的处理依

据，保定中院审理认为，确定婚生女抚养权的法

定基本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本案中，从案件事实看，孩子自出生起一直由

小洁母乳喂养，在双方当事人因感情纠纷分居期

间亦随母生活，至今未满两周岁，对于低幼龄未

成年人而言，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

从法律原则分析，无论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是民

法典，均将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作为处

理原则。 

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

虽无明确具体规定，但考虑双方当事人正在离婚

纠纷期间且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

大程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法典第一

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

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的处理原则，本案中对于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分居后子女抚养争议

亦采取该原则作为处理依据。据此，小洁和小勇

的孩子未满两周岁，以暂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宜。 

最终，保定中院依法判决小勇及其母亲在指

定期限内将小洁与小勇的婚生女送交小洁，由小

洁直接抚养；同时，为保障小勇的合法权益，也对

小勇探望权的行使做出了详细具体的明确。 

  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

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远发展。修订后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其中

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人民法院在审

理涉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类案件时，应以未成年

人的利益保护为首要原则。 

保定中院从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原则

出发，确定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同时对目

前婚姻家庭纠纷中较为常见的“抢孩子”现象给

予否定评价，对于引导夫妻双方从未成年人利益

保护的角度考虑、合法合理正确行使监护权具有

正向作用。 

据介绍，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监护人应当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未

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与之一致，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行使

监护权时应当把保护孩子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该案二审主审法官表示，妇女儿童作为社会

群体中的弱者，法律对其给予倾向性保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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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法院审结的首

例婚内监护权纠纷案件，本案的判决结果同时保

护了未成年人利益和妇女合法权益的实现。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夫妻双方要珍

视婚姻、珍重感情，努力给自己和孩子完整幸福

的家庭。即便双方身陷家庭矛盾的焦头烂额之中，

也还是要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重，把孩子的身心

健康放在首位作出选择。”该案二审主审法官说。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眼关注｜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困境及破解 

2022-07-18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Rykz86x6UYtEYth7i-9yMg 

 
涉抚养权案件的强制执行一直是执行工作的

难点，执行中稍有不慎即会对当事人子女的身心

健康造成影响，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笔者认

为，破解涉抚养权案件执行难，应当充分保障当

事人子女权益，提倡谦抑执行，通过组建专业“人

事”执行团队、健全配套机制、依托社会公益力

量等方式来提升执行效果，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理论依据 

（一）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可行性 

 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迫使

被执行人按照执行依据履行一定行为或金钱给付

义务的一种公力救济，强制执行的对象只能是金

钱或行为，不能适用于人身。实践中有观点认为，

涉抚养权案件的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涉及到子女的

人身，不宜强制执行。对此，笔者认为，法院作出

的涉抚养权纠纷判决或调解书，是夫妻离婚时或

离婚后将子女确认由一方抚养的法律文书，夫妻

中的一方据此获得了与子女共同生活并抚养的权

利，另一方则负有将子女交由对方抚养并不破坏、

干扰对方行使抚养权的行为给付义务，即判决所

确定的义务为行为义务，强制的对象是不履行判

决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而非未成年子女。此外，就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言，无论生效法律文书将子

女确认给父母中的哪一方来抚养，或是由其中一

方变更为另一方抚养，都不能否认不与子女共同

生活的另一方对子女享有探视的权利和承担应有

的抚养义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基于

血缘和伦理关系而联结在一起的，是不判自明的。

因此，涉抚养权案件的执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

但不是对人身的执行，其执行标的是行为而非人

身。 

（二）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必要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得不到执行的判决只

能是一纸空文。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父母中的

一方享有对子女的抚养权，但另一方拒不履行义

务，擅自将子女隐匿或对抗执行，则不仅仅是在

伤害获得子女抚养权的一方当事人，也是在挑战

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力，长此以往必然会损害法

律的权威。 

此外，婚姻家事法官在审理涉抚养权纠纷案

件时通常会对夫妻两方的经济状况、个人品质、

亲子关系等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和调查，在综合

考量的基础上作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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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涉抚养权纠纷案件

审判程序中的体现。因此，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一方当事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不仅仅是在维护胜诉一方的合法权益，也是在保

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在当前状况下为他们

提供最为有利的成长环境。 

二、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困境 

涉抚养权案件能够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已

成共识，但受制于种种原因，在执行此类案件时，

时常困境重重、难以推进。 

（一）隐匿子女现象严重、执行工作难以开

展 

涉抚养权案件难以执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在

于，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当事人

的父母、亲属可能会将子女隐匿或带离居住地，

甚至“流动隐匿”，故意设置障碍，增加执行工

作难度。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执行法官与被执行

人或其亲属多次、反复沟通，但受家庭矛盾和对

立情绪的影响，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在笔者执行

的一起涉抚养权纠纷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在诉讼

期间即被被执行人父母带离居住地，下落不明。

被执行人在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被拘留十五日后，仍然坚持拒绝告知子女下落，

致使案件陷入僵局、推进困难。 

（二）执行手段相对单一、惩戒措施收效甚

微 

涉抚养权案件的执行，执行标的虽不是子女

的人身，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类案件的执行与人

身有着密切联系，强制带离子女容易激化被执行

人与执行法院及申请执行人之间的冲突或矛盾，

也会对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巨大冲击，造成

难以弥补的不良影响和不可估量的社会后果。因

此，在执行此类案件时，执行法官采用的执行措

施往往较为单一，严重依赖调解，一旦调解不成，

执行极易陷入被动境地。 

执行法官虽然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

留或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等制

裁措施，但如何适用、适用到何种程度，不仅仅考

验着执行法官的智慧，还考验着执行的技巧。对

于家境富裕的被执行人而言，一般的罚款金额难

以对他们产生震慑作用，罚得过多则易引起社会

争议；而对经济状况较为普通的被执行人而言，

罚款无疑会降低他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在

他们拒不配合将未成年子女交由对方抚养时，子

女的生活水准同样也会受到不良影响。至于拘留、

追究刑事责任等制裁措施，虽然力度很大，但也

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在涉案子女较

为年幼的情况下，将女性被执行人拘留或采取刑

事制裁都不合适，即便最终适用缓刑，也显得不

尽人情。 

（三）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缺乏外界力量支

持 

与普通的金钱、行为给付类执行案件不同，涉

抚养权案件的执行与子女的人身密切相关，需要

有相应的机制予以支撑、配合。但就目前的情况

来看，相应的配套机制有待完善，尚缺乏外界力

量支持。 

以征询子女意见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已满两

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

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执行实践中，对于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前通常

会了解该子女的基本状况，征询其意见，并在此

基础上制定执行方案。但选择合适的征询地点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院的氛围显得过于庄

严，不利于各方关系的缓和；学校则容易对子女

形成压力，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而在征询方

式的确定上，亦有诸多因素需要考虑，比如是在

一方父母的陪伴下征询还是在双方的见证下征询？

如果是在一方的陪伴下，很难保证子女不受到陪

伴他的这一方当事人的干扰；如果在双方见证下

征询，当事人一旦对结果不满意，势必会引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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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甚至肢体冲突，给子女造成心理创伤。因此，在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亟需有资质对子女成长环境、

心理健康等状况进行全面评测的专业机构提供指

导意见和专业支持。 

三、破解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困局的路径 

破解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困境需要多措

并举，在汲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健全配套

机制，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保障子女权益、提倡谦抑执行 

在多年的探索中，大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

识，即在保障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开展执行

工作。执行中要始终秉持谦抑理念，提倡谦抑执

行，条件不具备时切不可直接带离子女交由申请

执行人一方抚养。应当在调解的基础上，尽量缓

和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及执行法院之间的对立

情绪或冲突，提醒各方在表达诉求时应以子女利

益的最大化作为出发点，努力创造最有益于子女

成长的环境。对于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在

各方当事人及子女均同意的情形下，选择适合征

询工作开展的地点、时间充分征询子女意见，在

开展具体执行工作前先制定详尽的执行预案，避

免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控情形，以致激化矛盾、

产生负面影响。 

（二）组建专业团队、专职“人事”执行 

涉抚养权、探视权执行案件均具有人身属性，

在执行理念和方式上有别于财产给付型执行案件。

抚养权执行案件应以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

倡导谦抑执行，尽量淡化执行行为的强制性色彩；

而财产给付型执行案件则以充分保障申请执行人

的胜诉债权为出发点，更强调执行行为的主动性

和强制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执行实施

部门采取人事分流措施，成立专业的执行团队，

专职“人事”执行，由他们专门负责抚养权、探

视权、探望权等具有人身属性案件的执行。在人

员配置方面，适当调配一定比例女干警加入团队，

强化执行行为的柔性色彩，引导被执行人自觉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配合将子女交由对

方抚养。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培训赋能，进行审判

业务、调解技能、心理学等方面的专门培训，针对

“人事”执行实践中的难点、痛点问题，组织开

展专题调研，加强不同地区法院之间的交流、协

作，交流、学习有益经验。 

（三）适度进行惩戒、敦促主动履行 

罚款、拘留措施在涉抚养权案件执行中发挥

的作用虽然并不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执行此

类案件时就放弃适用惩戒措施。在被执行人拒不

配合执行时，执行法官可以酌情发出预处罚通知

书或直接适用罚款、拘留、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等惩戒措施，作为震慑被执行人心理的方式之

一，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当然，当被执行

人抗拒执行的行为严重到一定程度，且造成严重

的社会不良影响时，亦可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对被执行人予以刑事制裁。但考虑到此类案

件执行目的的特殊性，该措施只能在“迫不得已”

时适用，不宜作为常用的惩戒手段。 

（四）健全配套机制、多元破解难题 

破解涉抚养权案件执行难，仅仅依靠执行部

门还不够，还应有相应的配套机制，多方助力，多

元破解。从完善内部联络机制来看，执行部门应

进一步密切与婚姻家事审判部门的沟通、协调。

审判部门预判其作出的涉抚养权纠纷判决后续可

能进入执行程序的，可以主动联系执行部门，告

知审理过程中掌握的相关情况，便于执行部门提

前了解案情，制定执行预案。执行部门还应依托

社会力量，强化与学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关、

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心理辅导机构的联络，动员、

激励社会公益力量共同参与，提供专业指导意见

和帮助，竭力修复子女与父母的情感，提升涉抚

养权案件执行的专业性、有效性。 

本文原载于《人民法院报》 

2022 年 7 月 13 日  第 7 版 

作者：孙佳欣 徐梓程 

编辑：方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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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父母违反保密约定导致收养关系解除的，养父母能否获得补偿？ 

原创：2022-07-20  江西民事审判 吴军 

https://mp.weixin.qq.com/s/j4DJh2Nrz8gwb6YbLjj_qQ 

情景案例 

周某波是刘某光与何某萍非婚生育的儿子，

由于刘某光当时在一家学校当老师，他不想因违

反计划生育政策而使自己的前途受到影响，因此

偷偷将孩子送给邻村的农民周某夫妇收养，双方

办理了收养手续，周某夫妇也给周某波办了户口，

刘某光当时答应保密。此后，刘某光从学校辞职

办起了公司，资产超过了几百万，但他和何某萍

却一直未再生育。已经步入中年的刘某光夫妇时

常想起送给周某夫妇收养的周某波。通过多方打

听，刘某光找到周某夫妇的住处，周某一家三口

的生活却比较清苦。偷偷从远处看了周某波几次

后，刘某光夫妇终于正面接触了周某波，并告诉

了周某波事情的真相。面对物质的诱惑，周某波

产生了回到生父母身边的想法。周某夫妇十分气

愤，在百般劝说后，终于发现这个孩子是不会再

回到他们身边了。想着自己已经年过五旬，八年

来的心血即将付诸流水，心碎的周某夫妇终于将

诉状递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解除收养关系，

并要求刘某光夫妇支付八年来的抚育费、精神抚

慰金等费用。那么，周某夫妇的主张合理吗？ 

权威观点 

周某夫妇的主张是合理的。法律规定，生父母

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

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 

法官解读 

（一）保守收养保密的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条的规定，收

养人、送养人之外的其他人,对于所知悉的收养信

息应当保密。收养中所涉的各种信息属于收养各

方当事人的隐私，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害，未经当事人同意，其他得知收养秘

密的人不得泄露,否则可能因侵犯他人隐私权而

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泄露收养信息,既侵害了

收养各方当事人的隐私权,又妨碍了收养人监护

权的行使,还可能影响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的

亲子关系,给收养人的亲权造成损害，不仅可能给

收养各方造成财产损失，更为常见的是造成收养

各方当事人的精神痛苦。在符合其他侵权责任构

成要件的条件下，收养各方当事人有权要求泄露

收养秘密的人承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侵权

责任。但是如果送养人违反保密约定，向被收养

人泄露收养信息，则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应

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养父母的经济补偿权利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第 2 款

的规定，“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

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

但是，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

系的除外。”具体而言，在养子女成年前，如因生

父母的原因导致收养关系解除的，养父母享有经

济补偿权，有权要求生父母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

抚养费。其中的补偿范围，并非一定是全额补偿，

而是适当补偿，应结合生父母和养父母双方对于

解除收养关系的过错比较、生父母的负担能力、

养父母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确定补偿标

准和补偿数额。例外情形，就是如果养父母存在

虐待、遗弃养子女行为的，则养父母无权要求生

父母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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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案中，周某波尚未成年，作为其生父

母的刘某光夫妇因为自己没有再生育子女而想解

除与周某夫妇之间的收养协议，采用了向周某波

泄漏秘密的方法，致使周某夫妇与周某波实际上

已经无法继续共同生活，刘某光夫妇的行为已经

不仅仅是违反收养协议的行为，还侵犯了周某夫

妇与周某波之间的亲情关系，给周某夫妇造成了

极大的精神伤害，因此，周某夫妇可以要求赔偿，

人民法院可根据周某夫妇抚养周某波的实际支出，

以及刘某光夫妇行为给周某夫妇造成的精神损害

来酌情确定具体赔偿的数额。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一十条 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

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

露。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条 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

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是收养人、送养人

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八周岁以上的，应

当征得本人同意。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

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

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

养人不能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 收养关系解除后，经

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

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因养子

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收养关系的，

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

费。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

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但是，

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

外。 

特别提醒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

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 

家和万事兴 “典”亮好生活 

2022-07-23 人民法院报 刘 洋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23/content_219210.htm?div=-1 

 

图为谢婆婆诉儿子、女儿赡养纠纷一案庭审现场。 

  导读 

  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婚姻家庭中的夫妻

关系、抚养权、赡养义务可以说与我们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针对当前婚

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现行婚姻法等

规定作出修改和完善，回应了时代需求与民众期

盼，为塑造健康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强大

的法律保障。那么，当婚姻家庭中出现问题时，该

如何协调家庭关系，如何解决婚姻家庭中常见的

问题？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梳理了相关典型案例，

以案释典，全力护航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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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要“带孙费”未获法院支持 

  小何系老何、老周之子。2014年，小何与小

杨登记结婚，婚后于 2015年生育一子小小何，一

家五口共同居住生活。2018年底，为了赚钱养家，

小杨、小何夫妻二人先后外出务工，小小何便交

由爷爷奶奶照顾。 

在老何、老周照顾小小何期间，除日常生活开

销外，二老还支付了小小何的幼儿园费用、培训

费用等共计 2 万余元。其间，小杨曾通过微信向

老周转款 5 万余元，还通过淘宝为小小何购买衣

服、玩具、零食等，并为小小何购买了人身保险，

每年缴纳保险费。 

2021年 2月，小杨与小何产生矛盾，小杨起

诉离婚。同年 4月，法院判决不准二人离婚。 

一听到小两口闹离婚，老何、老周老两口急坏

了。原本费心又费钱的把孙子带到了 6 岁，孙子

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都是自己垫付，老两口

也没有怨言。但如果儿子和儿媳离婚成功，儿媳

就成了外人，自己这么多年含辛茹苦带孙子，就

变成了在为一个外人带孩子。此外，老两口还有

一个小心思，就是想通过索要“带孙费”来“胁

迫”小两口不离婚。于是，老两口于 2021年 4月

27 日起诉小何与小杨，要求二人支付垫付的抚养

费、教育费共计 23万余元。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杨在

二老照顾孙子期间，汇款补贴家用、为孩子购买

日常用品，且小杨通过微信向老周的转款远高于

有证据支持的款项，已尽到抚养义务，二老要求

小何与小杨支付近 6年的抚养费 23万余元，缺乏

证据支持，不予支持。 

老何、老周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讲法典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祖父母、外祖父母

代为照顾孙子女时，是否有权向孙子女的法定抚

养人索要“带孙费”？此处“带孙费”不仅包括

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直接费用，还包括

保姆费等间接费用。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第一千零七十四

条分别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及有负

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特定情况下（如父

母已死亡或无力抚养子女）对孙子女、外孙子女

的抚养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具有法定抚养义务，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

子女、外孙子女并无当然的法定抚养义务。若父

母在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

而将该义务“转嫁”给老人（祖父母、外祖父母），

由老人实际抚养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时，老人可依

法向孩子的父母主张相应的抚养费。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理解上述法律条文、判断父母是否尽到

抚养义务时，不应过于机械，而应综合考虑家庭

实际情况、父母抚养能力、抚养方式等，最终作出

合理判断。通常情况下，只有在父母具有抚养能

力而拒不抚养子女或双方在事前对代为抚养孩子

约定有一定数额的报酬时，代为照顾子女一方才

可向子女的父母索要“带孙费”。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

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

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

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尊老爱幼、团结互助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

倡，放之于家庭内部亦是如此。在社会经济高速

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会选择双双外

出工作，在经济和时间的双重压力下，会选择将

小孩交由父母携带照顾。这不仅体现了含饴弄孙

的天伦之乐，还能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因此，不

应将金钱作为带孙的交易条件，更不应在子女婚

姻产生裂痕时，以索要“带孙费”为由，进一步

激化双方矛盾。本案的处理传递出在家庭成员之

间出现矛盾、感情产生裂痕时，其他家庭成员应

尽量调和矛盾，帮助修复家庭关系，创造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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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氛围，树立优良家风，而非以其他方式激化

矛盾的强烈信号。裁判结果既符合法律的规定，

又符合社会大众的道德认可，还弘扬了尊老爱幼、

平等和睦的社会主义家庭美德。 

    法典规定你须“常回家看看” 

  78岁的谢婆婆生育有一子一女，2015年老伴

去世后，谢婆婆便一人独居在家。2017年 10月，

谢婆婆查出身患盲肠肿瘤，经过手术治疗后身体

状况大不如前，生活自理比较困难，于是女儿喻

某秀便将谢婆婆接至家中一起生活至今。 

在此期间，女儿及其家人对谢婆婆进行了细

致的照顾，得到了谢婆婆的认可，但儿子喻某才

却对谢婆婆照顾不多，不但没有支付赡养费，甚

至很少到姐姐家看望母亲。谢婆婆觉得女儿一家

实在是很辛苦，儿子也应当分担一些，于是提出

在儿女两家轮流居住，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儿子的

反对。 

原来，由于一些曾经的家庭矛盾，儿子与家里

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再加上对赡养老人的方式有

不同想法，一家人多年来常常争吵不断。其实，谢

婆婆内心非常希望儿子常来看望自己，想到姐弟

俩因为照顾自己有了隔阂，谢婆婆的心里很不是

滋味。 

因姐弟之间一直无法就赡养老人达成一致，

无奈之下，谢婆婆将一双儿女起诉至法院，请求

判决二人每月支付自己 1000元生活费，并各负担

医药费的 50%，同时要求儿子喻某才定期看望自

己。 

庭审中，谢婆婆表示自己购买了居民养老保

险，每月收入 1000元左右，但自己不愿意去养老

院生活，希望继续与女儿住一起，并希望儿子经

常来看望她。女儿喻某秀也表示愿意一直赡养母

亲，但弟弟需要支付赡养费。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赡养是

指晚辈对长辈应尽的照顾其生活的义务。赡养人

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

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并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

喻某秀和其家人对母亲进行了细致的照顾，但喻

某才并未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赡养义务，故判决

由喻某才承担谢婆婆的赡养费，并经常前往谢婆

婆的居所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法官讲法典 

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

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赡养父母不仅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的法定义务。赡养

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

慰藉的义务，并照顾老人的特殊需要。子女对父

母的赡养扶助义务内容是广泛的，子女和父母同

居生活的，应当依法履行赡养义务，对于不在一

起生活的父母，由子女向父母给付适当的赡养费，

并在日常生活中扶助父母。本案中，谢婆婆表示

愿意继续与女儿一起生活，女儿也愿意继续照顾

母亲，该行为弘扬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

传统文化，法院对此行为予以肯定，值得弘扬。 

关于谢婆婆要求儿女二人支付赡养费的请求，

因谢婆婆选择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也履行了赡

养母亲的法定义务，故其无需另行支付赡养费。

但喻某才作为谢婆婆的子女，却不愿与母亲一起

生活，无法对其生活上进行照顾，故应当履行经

济供养和精神慰藉的义务。结合谢婆婆的收入、

所患疾病的现状，法院酌情判令喻某才每月支付

赡养费 800 元，对于谢婆婆治疗疾病所产生的费

用由喻某秀和喻某才各负担 50%。 

关于谢婆婆要求儿子定期进行看望的诉求，

法院认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家庭成员应

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

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

喻某才作为谢婆婆的儿子，应当履行对其母亲精

神上慰藉的义务，也即应当经常前往其居所看望

或者问候老人。 

从本案可以看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老年人对子女经济供养的要求越来越少，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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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涉及“精神赡养”的案件

逐渐增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

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

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

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老人要求子女定期探

望的诉求，是希望子女能够承欢膝下，符合法律

的规定，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应当得

到支持。希望所有的子女能够常回家看看，多关

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夫妻相互扶养是法定义务 

  刘女士与冉先生于 1993年登记结婚，后冉先

生外出务工，刘女士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孩子。

2016年，刘女士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不

能过度劳累且需终生服药。因刘女士无收入来源，

仅有农村医保，故需要依靠在外务工的冉先生汇

款维持正常生活和治疗。 

刘女士病后，冉先生向刘女士汇款的生活费

从一开始的每月 1500元，逐渐减少到每月 500元、

300 元。2020 年 9 月开始，冉先生未再给刘女士

汇款。刘女士遂诉至法院，要求冉先生每月支付

扶养费 3000元。 

庭审中，冉先生辩称，自己在外务工挣钱不容

易，而且还有年逾八旬的父亲需要赡养，原告诉

求的金额过高，无法满足。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刘女士

术后不能过度劳累，没有收入来源，后续还需定

期复查、终生服药治疗，各项开支无法自行承担。

冉先生现身体健康，有一定收入来源，但其亦有

年迈的父亲要赡养。在综合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

后，酌情确定由冉先生每月给付刘女士扶养费

1000元。 

   法官讲法典 

 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不仅对老人有赡养义

务，对子女有抚养义务，夫妻之间还有相互扶养

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

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义务时，

有要求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可见，夫妻之间的扶

养是基于双方婚姻的效力产生的，既是双方的义

务，也是双方的权利，具有法律的强制性。 

本案中，双方结婚至今近 30 年，妻子遭受病

痛折磨，作为丈夫理应给予妻子关心和安慰，不

料等来的却是回避与冷漠，实属不该。男子虽有

高龄老父需要赡养，在外务工挣钱亦不容易，但

在妻子患病无经济来源、独自生活时，不仅应适

当从心理上给予一定的关心、安慰，也应当在物

质生活上给予一定的扶助，给子女树立一个好的

榜样，尽到丈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互相关爱的夫妻关系，不仅有利于婚姻更加

和睦美满，还可为子女树立榜样，更是构建和谐

家庭、和谐社会的基础。夫妻一场是缘分，面对生

活的困难与挫折时，应相濡以沫，互帮互助，携手

渡过难关。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十六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

务。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

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

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第一千零五十九条  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

务。 

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

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第一千零七十四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

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

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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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温情执行，法院这样破解丧子老人隔代探望难题！ 

2022-07-29 京法网事  

https://mp.weixin.qq.com/s/aTQphdx6CQU8LQzBH0eY0Q 

我国向来是重视亲情的国家，三代同堂是我国常见的

家庭模式，也因此形成了“隔代亲”现象。 

支持隔代探望不仅可以弥补孩子因父母离异或逝去

而形成的创伤，而且也有助于老人享受天伦之乐。 

我国婚姻法律中明确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

一方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但并未将祖父母、外祖父母列

在法律调整的探望权主体范围内。 

在实践中，经常出现丧子老人诉请隔代探望的案件，

法院一般会综合案情和双方实际情况来裁断支持与否。然

而，在支持丧子老人隔代探望的裁判执行过程中，往往会

出现执行难问题，主要是因为此类案件涉婚姻家事，法律

关系之下往往亲情伦理问题复杂交织，探望类案件标的特

殊也决定了其在执行上必然面临一些困难。 

“这类案件的处理不宜过度适用刚性法律，更应注重

执行的效果和家庭关系修复。案件能否顺利执行，与被执

行人和子女意愿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有关联性纠纷的当事

人可能会以探望作为制衡对方的‘武器‘。”密云法院执行局

法官刘卫东说。 

 

一纸诉状 

几个月前，一对老年夫妇一纸诉状将儿媳告上法院。

原来，张某夫妇的儿子在 2018 年因病去世，之后因各种

家庭矛盾，儿媳带着孙子单独居住生活，与两位老人断绝

来往。儿子去世的事，对两位老人打击很大，现在终日思

念的孙子又不得相见，二老备受煎熬。为了尽快见到孙子，

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法院，请求法院支持他们定期探望。 

收案后，承办法官为了化解家庭矛盾，积极开展调解，

经过多番努力，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约定

张某夫妇每月可以探望孙子一次。 

拿到调解书后，张某夫妇的心总算是得到了慰藉，看

着机灵可爱的孙子长得越来越高，在感念儿媳带孩子生活

不易的同时，对未来的生活又充满了期待。但事与愿违，

由于张某夫妇久居密云，儿媳和孙子长期生活在市区，双

方都因为工作难以抽身，儿媳并没有履行调解协议，预想

中的天伦之乐迟迟没有实现。    

 

耐心调解 

为了如期见到孙子，张某夫妇再一次走入法院，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 

隔代探望成讼，一般都是因为有着深刻而无法调和的

家庭矛盾。在执行之初，刘卫东先跑到档案室调阅了原始

卷宗，充分了解双方矛盾产生的背景原因。 

“二老与孙子共同生活数年，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础的。

虽然他们与儿媳在长年累月的家庭生活中产生过很多矛

盾，但是儿媳并不反对爷爷奶奶对孩子的关爱，只是希望

探望方式更加合理、方便。”刘卫东说。 

为了真正实现家庭和睦，让孩子在温馨和谐的环境中

成长，刘卫东给双方分别打去了很多通电话，还发动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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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的亲属做双方当事人思想工作，促使双方转变观念、

消除隔阂。与此同时，还与孩子促膝而谈，鼓励孩子主动

与老人沟通交流，增加隔代亲情的认同感……原本雷厉风

行的刘卫东变成了暖心暖语的亲情调解员。 

 

刘卫东对他们说，“行使探望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未

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只有双方共同努力弥补亲情裂痕，

才能真正化解矛盾。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更是为了孩子

能健康成长。”经过多番努力，终于引导当事人达成了共识，

明确了探望方案，让亲情会面不再难。 

为了让探望更加合理便捷，在引导当事人尊重裁判文

书确定的探望方案的基础上，根据孩子年龄和学业情况，

还增加了灵活探望的机会，兼顾便利了双方当事人生产生

活需要，鼓励抚养人主动安排时间让老人探望，也鼓励丧

子老人给予孩子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关爱，让双方充分享

受亲情带来的温暖与幸福。 

 

暖心回访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密云法院承诺为辖区群众

办理的十件实事之一。”案件虽然已顺利执结，但刘卫东对

二老仍然十分牵挂。密云法院副院长陈琼和刘卫东主动开

展了案后回访，在见到两位老人时，二老既惊喜又感动。 

陈琼副院长拉着老人的手说，“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

解探望方案执行情况和探望效果。如果您认为探望效果不

理想，我们还可以帮助双方调整探望方案。如果产生了新

情况、新问题，咱们还可以共同研究解决，法院一定会确

保你们的探望权依法得到保障。” 

 

供稿：密云法院 

摄影：余晓磊  刘卫东 

编辑：高嵩  汪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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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典型案例 

（一）解除婚姻关系案例 

夫妻起诉离婚，均不愿抚养子女，法院这样判！ 

2022-06-28  湖南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FyeLwHQ8COAMxwQvfMGfww 

近日，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离婚案件，与其他离婚案件不同的是，原被

告双方没有争夺孩子抚养权，反而都拒绝抚养孩

子，最终法院依据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的基

本原则，且原告无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不准予原告的离婚诉求。 

案情简介 

原告小花与被告小伟因打工相识后发展成恋

人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双方便登记结婚，

小花远嫁青海。婚初，两人感情较为稳定，生育了

男孩小小伟，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

开始为生活习惯、家庭琐事等发生争吵，二人在

产生矛盾后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而是选择

用分居加剧矛盾，小花离开青海回住娘家，两人

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分居生活。 

今年 3 月，小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小

伟离婚，并诉请因家庭条件困难无能力抚养孩子，

请求法院判决小小伟由被告抚养。被告辩称，自

己亦无抚养能力，若小小伟由原告抚养，则同意

离婚。 

承办法官认为，原告要求与被告离婚，被告在

附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同意离婚，双方未能就未成

年子女的抚养问题达成一致且均不愿意抚养，依

据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且原告

小花无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不准予原

告小花的离婚诉求。 

理由如下： 

1、离婚诉讼是复合之诉。在离婚案件中，不

仅仅是对夫妻双方婚姻关系的处理，而应该对子

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一并进行处理。特别是

对于子女抚养问题的处理，能够成为决定法院是

否判决准许离婚的直接因素。 

2、父母拒绝或怠于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行为违

反法律规定。我国民法典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

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

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

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未

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

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

未成年人。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出生事实而形成

的自然血亲关系，义务必须履行。 

而本案原、被告双方均一味地强调自己的客

观困难，推卸自己的责任，拒绝抚养未成年子女，

其行为违反了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

定，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父母拒绝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行为违背了民

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未成年人是国

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抚养未成年子女不仅仅

是一种家庭责任，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能因为

个人私利而拒绝承担抚养子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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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小花仅考虑自己离婚的需求，而无

视未成年男孩小小伟已明确表示愿意跟随其生活

的意愿，以无抚养能力为由拒绝抚养，被告小伟

以拒绝抚养附条件同意离婚，是不负家庭责任和

社会责任的表现，双方的行为均违反了公序良俗

的原则，也与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悖。 

法官说法 

司法实践中，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时争夺未

成年子女抚养权的案例较多，像本案中双方均拒

绝抚养子女的情况少之又少。 

在此类离婚诉讼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

应从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伤害中汲取教训，

而不应该只为自己的私利和一味地强调自己的客

观困难，利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推脱家庭

责任和社会责任。双方应该转变思想观念，反思

自己的行为，着重致力于夫妻感情的修复或者在

夫妻关系确实无法维系时，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优

于现状的生活学习环境，真正为未成年子女的健

康成长着想，最终妥善解决目前存在的纠纷和矛

盾。 

因此，本案中，虽然原告起诉要求与被告离

婚，但基于未成年利益最大化保护原则和家事审

判理念，对原、被告的此种行为不应提倡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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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子关系案例 

子女系代孕所生，丈夫可否认妻子与子女的亲子关系吗？丨案例参考册 

2022-07-07  浦江天平  上海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39h9i4xQwWcCPl7jJaHcCA 

对于代孕行为，我国目前尚属禁止，然而代孕

作为一种客观情况已经现实存在。法律可以对代

孕行为进行制裁，但因代孕而出生的孩子并不因

制裁而消失，代孕子女仍然应当得到法律的同等

保护。在代孕语境下，传统亲子关系确认的一般

规则存在明显局限性。关于对代孕所生子女适用

何种亲子关系认定规则以及各类型“父”“母”

的诉权是否受到一定限制，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

问题。本期案例就是一方婚内起诉否认另一方与

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法院秉承儿童利益最大化

等原则予以驳回。 

周某某诉史某某其他婚姻家庭案 

案例撰写人 

熊燕 

关键词 

否认亲子关系 / 代孕 / 诉的利益 

裁判要旨 

夫妻一方对双方合意委托代孕所生的子女，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独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

的，不具有诉的利益，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案例解读 

 

熊燕 武汉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三

级高级法官。承办的案件先后刊载于《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获评全国法院系统优秀案件分析二

等奖，入选中国法院年度案例、上海法院“四个

一百”精品案例、十大优秀裁判文书、示范庭审

等。曾获上海法院办案标兵等荣誉。 

基本案情 

2013 年 4 月 28 日，周某某、史某某登记结

婚。 

2015年 12月 22日，史某某作为委托方（甲

方）与代理方（乙方）、中介方（丙方）签订《爱

心代孕中心协议》（三方托管合同）。 

史某某作为委托方（甲方）与代理方（乙方）

签订《爱心代孕协议》。 

上述两份协议对代孕事宜进行了相关约定。 

2016年 12月 9日，周甲、周乙出生。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4/29/content_204038.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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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17日，经鉴定，在不考虑同卵多

生，近亲和外源干扰的前提下，依据现有资料及

DNA分析结果，支持周某某为周甲的生物学父亲；

支持周某某为周乙的生物学父亲。 

此后，周某某以史某某既不是卵子的提供者，

也非孕母，史某某和两孩子之间未形成母子关系，

且夫妻关系濒临破裂，有必要明确史某某和两孩

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被告与原告之子周甲、周乙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 

 

裁判思路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代孕子女应当得到法律

的同等保护。亲子关系的认定是代孕子女法律地

位认定的首要问题。它并不仅关涉父母双方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更为重要的在于它直接关涉代

孕子女包括身份认同等人格利益在内的众多权利。

另外，它还是父母主张监护权、抚养子女等的前

提。 

面对众多权利的冲突，需明确：血缘真实并不

是亲子关系确认的唯一规则，婚姻家庭关系稳定，

特别是儿童利益最大化都是应当考量的因素。 

（一）夫妻合意代孕后否定亲子关系的权利

应受到限制 

一般情况下，子女的亲子关系可能因是否亲

生而关涉父母的人格尊严等人格利益。然而，代

孕语境下，真实血缘联系本身已不是意愿父母的

首要追求，儿童利益的保护、社会关系的稳定更

应得到有力维护。法律虽未禁止意愿父母行使亲

子关系否定的权利，但从诚实信用的普遍正义观

来说，意愿父母一旦不可逆地主导、推动了子女

出生，子女权利就应当得到优先考虑。此时，无论

父母以何种方式获得亲子关系，其都不得轻易自

行撤销。 

就本案而言，周某某、史某某共同选择代孕，

即意味着对代孕子女是否亲生的事实是完全明知

且认同的。从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及禁止反

言的一般法理，双方均不得再基于是否亲生的事

实主张该种人格权益。更何况，双胞胎均已在史

某某抚养下成长至 3 周岁，即便史某某不能基于

代孕协议而获得母亲身份，从保持儿童成长环境

稳定的角度也不宜轻易剥夺史某某的“母亲”身

份。周某某在明知子女非史某某亲生的情况下与

之共同选择代孕，明知子女自出生即已受史某某

抚养至今，仍提起本案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属于

权利滥用。 

（二）父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子女抚养、

监护等发生纠纷，应审查诉讼干预的必要性和实

效性 

父母对子女亲子关系的确认间接影响着对子

女的抚养、监护等权利。但这些权利系家庭内部

纷争，在夫妻未离婚的情形下，缺乏诉讼干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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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必要。即对本案在婚状态的周某某而言，其

并没有不通过本案诉讼就无法保护的利益。周某

某认为史某某的行为可能妨害他对亲生子女的抚

养，对子女成长造成不良影响。但该种担忧实属

因其与史某某婚姻关系产生矛盾而引发，可以通

过双方修复婚姻关系或解除婚姻关系来一并解决，

因为婚姻关系的解除本身就是复合性的，除了夫

妻双方关系的解除，当然包括财产分割和子女抚

养。周某某单独提出本案诉讼，除了挑衅婚姻和

谐，并无其他任何现实意义，缺乏法院审理并作

出判决予以解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 

综上，秉承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出于

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和谐的考虑，周某某在其与史

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合意委托代孕所生子

女欠缺与史某某的血缘或基因联系为由单独提起

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涉嫌权利滥用且纠纷欠缺

诉讼干预的必要性和实效性，故不具有诉的利益，

应当裁定予以驳回。 

案例评析 

关于对代孕所生子女适用何种亲子关系认定

规则以及各类型“父”“母”的诉权是否受到一

定限制，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一、代孕语境下传统亲子关系认定规则具有

局限性 

（一）分娩、血缘、养育产生分离 

在人工生殖技术介入之前的自然生育中，客

观血缘的存在是传统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的首要依

据。“分娩者为母”、婚生推定及一定条件下的

否定规则，加上非婚生子女认领规则，可以解决

绝大多数子女的父母确认问题。而在代孕语境下，

生育与性行为发生分离，使得分娩与血缘也一定

程度上发生分离。如本案情形，对于代孕之双胞

胎而言，可能产生血缘的、分娩的及出生后养育

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母亲”。谁的母亲角色能够

得到法律认可？这更多是一种价值选择。 

（二）意愿父母生育意愿具有意义 

代孕语境下，男女双方甚至一方的生育意愿，

客观上主导了子女从受精卵到分娩出生的全程。

这种意愿往往也决定了子女抚养的实际状况，即

通常还是意愿父母在实际抚养孩子。代孕子女是

某些主体生育意愿的直接受体，这些子女自其出

生即为独立的法律主体，他们的利益不应忽视。 

二、现行审查依据存有不足 

关于亲子关系的确定，《民法典》主要规定在

第 1073条。然而，此规定面对人工受精、代孕等

新型、非传统型生育模式存有不足。 

（一）缺乏一般规则的指引 

准确而言，《民法典》第 1073 条只是对亲子

关系有异议情形的救济，并没有确定什么情形才

算存在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无法解答在代孕语境

下，到底以意愿自治、妊娠分娩还是基因来源来

确定法律上的父母。 

（二）可能面临的诉讼类型无法估量 

《民法典》已适度限制了亲子关系确认以及

否认的主体范围，即仅限于“父或母”及只能行

使确认权的成年子女。然在代孕语境下，父或母

的指向不明，相关的主体可能包括基因的父亲及

母亲、孕育的母亲以及她可能存在的法律上的丈

夫、有意愿生育且实际抚养子女的父亲及母亲。

到底谁，在怎样的情形下才算有正当理由，从而

具有提起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的诉讼？这些疑问

即可能衍生相关权利主张，产生各种诉讼类型，

是否都有纳入民事诉讼范围的必要，值得探讨。 

三、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原则对父母否认亲子

关系诉权的限制 

《民法典》第 1073条没有明确一个用以解决

代孕亲子关系在内的亲子关系确定的一般规则，

给实践留下了可发展的空间。 

（一）明确价值追求 

依据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 2条的规定，

亲子鉴定看似提起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的必要证

据，但在该条的实践中，强调人民法院系“可以”

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存在或不存在一方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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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而非＂应当＂推定。这表明真实的血缘关

系也并非亲子关系成立的唯一要素，亲子身份的

安定，家庭、婚姻的和谐稳定和儿童利益最大化

也是应遵循的原则。 

同时，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

国，儿童利益最大在国际社会获得普遍认可与接

受。亲子关系的确认是典型的涉儿童事务，在制

定相关政策时理应考虑该原则，把儿童视为独立

权利个体，让儿童权利成为成人权利的边界。 

（二）实践中可行规则的预想 

在我国当前禁止代孕的大背景下，选择＂分

娩者为母”以及婚生推定作为代孕子女亲子关系

确认的一般规则，是恰当的。但这种传统规则是

静态的，只关注于子女出生时的亲子关系确认，

却忽略了相关主体的后续行为以及他们对出生后

作为独立权利个体的子女可能带来的影响。子女

出生后，子女而非父母的权利应当得到优先的考

虑，因此，亲子关系确认规则在子女出生后因儿

童权利诉求的变化也应当有相应的考量。 

1. “分娩者为母”可有失权期限 

 “分娩者为母”规则表明人们对孕育之苦、

分娩之痛的感恩。然代孕语境下，一方面，代孕者

并不情愿法律去感恩这种付出，另一方面，她们

可能也事实上放弃或者出卖了这种付出。对子女

而言，孕母的不情愿与对子女的放弃无疑是一种

伤害，也给亲子关系的异常与变动带来隐患。 

因此，即便代孕者被确定为代孕子女的生母，

其向意愿父母“交付”子女后，再行主张身份利

益的权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规则上，应当设计

一个期限，明确代孕者在事实放弃对代孕子女的

抚养达到一定时限，将不再享有对代孕子女的身

份权利，从而使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尽快稳定下

来。 

2. 因生育意愿而抚养的事实应纳入考量 

意愿父母虽然选择了违法的代孕，但子女出

生后，意愿父母“得偿所愿”后为子女“操碎了

心”的事实，也应当为法律所看到。出于对儿童

利益最大原则的坚持，对未成年子女长期抚养的

事实理应成为亲子关系确认的考量因素。可能的

难题在于，多长时间的抚养才足够？这可与孕母

的失权期限结合考量，保障不出现责任真空；同

时，为了防止意愿父母事后因为缺乏与子女间的

基因联系而作出对子女不利的行为，相关部门应

当积极实施对此类父母的监督。 

3. 限制意愿父母放弃责任 

但随着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理念的发展，各

国的亲子关系否认制度都逐渐从侧重追求血缘真

实向一定程度上维护身份的安定发展。如规定父

亲身份的撤销只能在较短的撤销期间行使，以使

亲子关系不至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代孕语境下，真实血缘联系本身已不是意愿

父母所首要追求的，那么，基于儿童利益的考量，

社会关系的稳定更应得到更有力的维护。目前，

法律虽未明确意愿父母不得行使亲子关系否定的

权利，但从诚实信用的普遍正义观来说，意愿父

母一旦不可逆地主导、推动了子女出生，无论其

以何种方式获得亲子关系，其都不得轻易主张撤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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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赠与案例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处理 

2022-07-08 山东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zs1bdTLGvP6y70afK-E2aw 

裁判要旨 

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将房屋赠与子女，该赠

与条款与整个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与一般的赠

与不同，不能单独予以撤销，应当适用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有关离婚的法律规定。 

基本案情 

姜某一向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诉称：原告

姜某一与被告纪某兰原系夫妻关系，被告姜某二

系原告与被告纪某兰的儿子。2018 年 1 月 29 日

原告与被告纪某兰在海阳市婚姻登记处协议办理

了离婚登记，离婚协议第二条第五项约定“位于

威海的楼房(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某小区)的银行

贷款由原告负责全部偿还”，该房屋产权登记在

被告姜某二名下，协议约定的还贷行为应视为原

告对被告姜某二的赠与。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原

告每月要偿还海阳市海园路某小区房屋贷款 1700

元，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某小区房屋贷款 1300元。

自 2018年以来原告身体多病，不能进行体力劳动，

除退休工资再无其他的经济来源，原告每月 5000

多元的退休工资除偿还两处房贷外，仅剩 2000余

元。原告至今租房居住，每月还要支出房屋租金

700 元，剩余的工资远远不能维持生活及医疗费

用，原告现在的状况无能力再支付两处房贷，所

以自 2020年 6月停止了对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某

小区房屋的还贷，至今仍坚持按月偿还被告纪某

兰居住的海阳市海园路某小区房屋贷款，但两被

告不但不理解原告的处境，反而采取起诉及辱骂

的态度要求原告偿还贷款，原告无奈，诉请法院

依法撤销原告对被告姜某二名下位于威海市环翠

区张村镇某小区房屋偿还贷款的赠与。 

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姜

某一与被告纪某兰原系夫妻，被告姜某二系姜某

一与纪某兰的儿子。2018年 1月 29日，姜某一与

纪某兰到海阳市婚姻登记管理处办理了离婚登记，

在离婚登记时，双方达成了如下离婚协议：“一、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男方分得财产：无；女方

分得财产：有。三、无共同存款；四、位于海阳市

海园路某小区的房屋，双方协商归儿子姜某二所

有，房屋的贷款由男方负责偿还，偿还完毕时，男

方负责同时将房权证解除抵押，并承担费用，协

助办理过户给姜某二单独所有。男方不得要求女

方及姜某二返还其偿还的房款；五、位于威海市

环翠区张村镇某小区房屋的银行贷款由男方负责

全部偿还，此房归姜某二所有，男方不享有任何

权利，也不得要求女方及姜某二返还其偿还的房

款；六、男方对外形成的全部债务均由男方自行

承担，与女方无关；七、双方的众泰家庭汽车一辆

归女方所有，男方放弃权利。以上协议内容是双

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

形。”姜某一现在每月退休工资为 5833元，海阳

市海园路某小区房屋每月需偿还贷款 1700元，威

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某小区房屋每月需偿还贷款

1300元。姜某一在外租房居住，每月租金 650元，

现患有胃病。自 2020年 6月始，姜某一停止对威

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某小区房屋偿还贷款，至今仍

按月偿还海阳市海园路某小区房屋的贷款。海阳

市海园路某小区房屋登记在姜某一名下，由被告

纪某兰居住；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某小区房屋登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1-04/29/content_204038.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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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姜某二名下，现由姜某二居住。姜某二现在

威海一家私人企业工作，每月收入 3100元。 

裁判结果 

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

姜某一的诉讼请求。姜某一不服一审判决，向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解读 

离婚协议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有关财产分割、子女抚育等条款均是为了解除双

方身份关系而设。因此，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

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可认定是一

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该种赠与行为不完全等同

于赠与合同，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是对共有财产的

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如果单独予以撤

销，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就不完整，以协议离婚方

式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在双方婚姻关

系事实上因离婚协议得以解除且离婚协议的其他

内容均已履行的情况下，应认为赠与财产的目的

已经实现，故该赠与条款不能随意撤销。 

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并不构

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

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

赠与的合同”之规定，构成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

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

人为此付出代价或承担任何义务。具体到离婚协

议中的赠与而言，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

协议上确认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即，离婚协议中

的所谓赠与并未在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

不构成赠与合同。既然不构成赠与合同，那么一

般也就不存在赠与人依据民法典赠与合同的规定

加以撤销的可能。赠与人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

女财产的表示，从法律角度来说，这是赠与人为

换取另一方同意协议离婚而承诺履行的义务。该

义务的特殊之处在于，赠与人赠与子女财产的义

务不是向离婚协议相对方履行，而是按约定向协

议外第三人即子女履行。这类离婚协议中双方主

要义务表现为，相对方配合赠与人办理协议离婚，

赠与人向第三人即子女交付财产。在相对方已经

按约定与赠与人协议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形下，赠

与人也应按约定全面诚信履行赠与子女财产的义

务。第二、离婚协议系夫妻婚姻关系解除下夫妻

双方自愿达成的财产清算协议,通常情形下它不

仅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

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离婚

过错损害赔偿、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在抚养

费之外，为子女利益考虑提供更好的财产安排，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内容约定相互依存，

整个离婚协议内容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而具有

“整体性”的特征，故一般情形离婚协议中的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不能任意单独撤销，在特

定情况下，可因欺诈、胁迫等事由导致离婚协议

财产处理内容的部分或整体撤销。 

本案中，姜某一与纪某兰的离婚协议书系双

方以解除婚姻关系为目的而签订的，姜某一同意

协议中的全部内容而自愿签订，并无强制、胁迫

的情形，该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原告

应按约全面诚信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全部义务。

另，原告每月退休工资 5833元，偿还两套房屋贷

款 3000 元、房租 650 元及医药费后，尚余 2000

元左右，能够满足原告基本生活支出，姜某一的

经济状况较之协议离婚时并没有发生显著恶化，

因此，姜某一要求撤销其与纪某兰离婚协议书中

关于姜某一对姜某二名下的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

“华辉东方城”二期 3 号楼 1 单元 303 室偿还贷

款的赠与的约定，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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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 民事主

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

条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

法律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

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

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条 夫

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撤

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

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

人的诉讼请求。 

法官简介 

 

包自莲，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东村法庭负

责人。 

 

张慧，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东村法庭法官

助理。 

一审独任审判员：包自莲  书记员：徐海涛  

二审合议庭成员：殷连泽、栾建伟、刘海

波 书记员：吕冠晓 

编写人：山东省海阳市人民法院  张  慧 

审定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芦  强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殷洁茹 

 

 

 

 

 

 

 

 

 

 



05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四）离婚财产分割案例 

基于抚养安排对子女的赠与行为能否在过户前进行撤销？ 

2022-06-30 法门囚徒  

https://mp.weixin.qq.com/s/OCoqE-k70xmjjYtqn

裁判要旨 

因离婚时董某 1 归田某抚养，董某 2 作为父

亲，基于董某 1 的身体状况和抚养安排，将涉案

房屋赠与董某 1，应当认定该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

务性质，故董某 2 将涉案房屋赠与董某 1 的行为

不得撤销。 

案例索引 

《焦某 1 与董某 2 等赠与合同纠纷二审案》

【（2020）京 03民终 682号】 

争议焦点 

基于抚养安排对子女的赠与行为能否在过户

前进行撤销？ 

裁判意见 

北京三中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意见以及查

明的事实，本案在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为，董某 2

能否撤销将涉案房屋赠与董某 1的行为。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

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

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

款规定。本案中，因董某 1患病、生活无法自理，

董某 2 不仅在与田某签订的第二份《协议离婚》

中明确了将涉案房屋赠与董某 1 的意思表示，而

且在与田某离婚后仍以见证书、承诺书等书面方

式多次作出了将涉案房屋赠与董某 1 的意思表示。

因离婚时董某 1 归田某抚养，董某 2 作为父亲，

基于董某 1 的身体状况和抚养安排，将涉案房屋

赠与董某 1，应当认定该赠与行为具有道德义务

性质，对此生效判决亦已进行了确认，故董某 2将

涉案房屋赠与董某 1 的行为不得撤销。焦某 1 以

涉案房屋未完成过户登记为由上诉主张董某 2 将

涉案房屋赠与董某 1 的行为可以撤销，缺乏法律

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生效判决已经确认董某 2 与焦某 1 在协议离

婚时约定涉案房屋归焦某 1 所有并将涉案房屋产

权过户至焦某 1 名下的行为无效，现董某 1 起诉

要求董某 2 履行赠与合同，董某 2 有义务将涉案

房屋过户登记至董某 1 名下，焦某 1 应当予以配

合。一审法院判决由焦某 1 将涉案房屋过户至董

某 2 名下、再由董某 2 过户至董某 1 名下并无不

当，本院予以确认。 

凭 20 万借条向前夫索要离婚补偿，法院依法驳回 

2022-07-03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1cOOIa2UCW9OMednPf_tZw 

众所周知，离婚时如一方向另一方索要青春

损失费，法律是不予支持的。那么如果离婚后一

方拿着另一方出具的书面借条起诉要求对方支付

离婚补偿款，法院会如何判决呢？通州法院判决

的一起财产纠纷案件给出了答案。 

案情简介 

file:///D:/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上游新闻
file:///D:/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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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和季某原系夫妻，两人在 2013 年结婚，

婚后育有一女。2018年 4月，双方因感情不和在

民政局协议离婚。办理离婚协议 5 天后，前夫孙

某向季某出具 1 张借条，载明：今借季某人民币

贰拾万整，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借条中还约定于

2019年 12月 31日前分 3次给付借款。此后，孙

某一直未给付季某该 20万元，季某遂起诉至法院。 

季某称，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其对家

庭付出较多，因此在离婚时要求孙某补偿，而孙

某也同意了。但当时孙某刚刚购置了一辆奥迪汽

车，资金紧张，于是才向季某出具了借条承诺分

期付款。 

孙某辩称，其在离婚时并未向季某允诺过任

何补偿，之所以出具借条，是因为其当时向季某

提出借款 20万元做生意，但最终借款并未实际交

付，所以借贷关系不成立，其也无需向季某承担

还款义务。且离婚后购买奥迪汽车的首付款与按

揭贷款均由其姐姐代为支付，不存在因资金紧张

承诺分期给付补偿款的事实基础。 

法院审理 

通州法院审理后认为，季某主张借条所载 20

万元款项系孙某向其承诺的离婚补偿款，但从借

条内容中不能直接看出该款是离婚补偿。法院还

查明，季某与孙某在离婚时大额夫妻共同财产均

已在离婚协议中作分割处理。季某认为其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内对家庭付出较多，但未提供任何

证据证明其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

作等事宜上负担了较多义务。故法院审理后认为

季某主张的离婚补偿不成立，依法判决驳回了季

某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案目前已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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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夫妻债务案例 

离婚时他自愿放弃房产，原因竟是...... 

2022-07-25 江苏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BBo_dyzw5_FuQ_IOEGgwUw 

债权人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却发现债务人

名下的财产都已“不翼而飞”，他的财产都去哪了

呢？他与前妻的离婚背后又有什么蹊跷？ 

案情简介 

2019年，程某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将徐某起

诉到法院，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法院最终支持了

程某的诉请，判决徐某支付款项近 80万元。因徐

某迟迟未履行生效判决，程某将相应债权转让给

了某资产公司。然而，当资产公司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时，却发现徐某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供执

行的财产了。这么多钱就要不回来了吗？这时，

资产公司发现，徐某与妻子沈某在案件审理阶段

协议离婚了，还将大部分财产都约定给沈某所有。

知晓内情后的资产公司立刻向法院提起诉讼，认

为徐某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影响其债权的实现，

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该部分财产的约定。而

徐某和沈某却辩称，两人离婚时二审判决尚未作

出，债务还未形成，因此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没有

对债权产生损害，要求驳回资产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裁判 

无锡梁溪法院查明：徐某与沈某原系夫妻，名

下有价值相当的房屋两套 A 和 B。2019 年 12 月，

两人协议离婚，并约定房屋 A 归沈某单独所有，

房屋 B 双方各占 50%，一切债务由徐某承担。随

后，两人根据协议约定将房屋 A 过户到沈某一人

名下。沈某将房屋 A 出售，获得房款 90 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债务发生在徐某与沈某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且债权人在两人离婚前已提起诉讼

主张权利，因此被告关于“离婚时，案件尚未生效，

要求驳回原告诉请”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根据离

婚协议，徐某仅取得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一小部分，

但承担了全部债务，双方生育的子女已成年，不

存在子女抚养问题，徐某、沈某也未举证说明分

割财产时存在需特别侧重于沈某的合理情形。现

徐某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徐某无偿处分财产权

益的行为影响了资产公司债权的实现，故资产公

司行使债权人撤销权的理由成立，判决撤销徐某、

沈某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 A 归沈某单独所有的约

定，沈某变卖房产 A所得价款的一半归徐某所有，

目前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

规定，债务人以放弃到期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

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

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

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

行为。 

因离婚协议系对包括双方婚姻关系、子女抚

养的人身权利及共同财产分割的财产权利进行的

综合处理，相应财产权属关系的变动因身份关系

变化而引起，通常会兼顾照顾家庭、子女抚养权

归属乃至某一方过错等因素而作出有所侧重一方

的分割安排。本案中，被告无相关证据证明存在

应侧重一方财产分割的合理情形，应当认定债务

人系无偿处分了其财产权益，影响到债权人债权

实现，债权人有权撤销该离婚协议中相关财产分

割约定。 

来源：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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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伟：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界定标准重塑 | 西部法学评论

202203 

2022-07-30  北大法律信息网 赵大伟 

https://mp.weixin.qq.com/s/7oKLRhEnG-sITfFtDtv4Fg 

内容提要：我国当前界定夫妻个人债务执行

标的实体权属的依据是权利外观主义标准。权利

外观主义标准能够实现执行标的判断的准确性和

效率性，该标准较契合分别财产制，但与共同财

产制具有内在冲突。共同财产制是我国法定夫妻

财产制，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不能无视我国夫

妻共同财产制，以共同财产制重塑夫妻个人债务

执行标的权属界定标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共

同财产制以“时间”推定财产权属并不违反审执

分离原则，依据共同财产制确定责任财产，可采

取分类界定原则、诚信原则与推定原则界定实体

权属，执行程序可采取夫妻共同财产推定界定夫

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再以等额分割原则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以确定债务人财产份额。然而以共同财

产制界定夫妻财产归属，可能面临诸如威胁婚姻

家庭稳定、损害债务人配偶利益、违反审执分离

原则等挑战，执行法院可通过坚持善意文明执行

理念、采取形式化分割平衡各方利益、依共同财

产制界定夫妻财产内部权属等方式进行消解。 

关键词：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实体权属；

外观主义标准；共同财产制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界定的权利外观主义

标准及其局限性 

三、以共同财产制重塑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

的实体权属的界定标准 

四、以共同财产制界定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

的实体权属面临的挑战及其消解 

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依据执行形式化原则，只要财产能在外观上

被推定为被执行人所有，债权人即可申请法院查

封、扣押、冻结。强制执行理论认为突破权利外观

主义，探究被执行人在夫妻财产中的具体份额有

违审执分离原则，影响执行效率，造成执行权的

滥用。传统民法理论亦认为夫妻财产制是夫妻内

部的财产分配，当夫妻一方对外进行市场交易活

动时，应依据财产外观判断财产归属，无需考虑

夫妻财产制。对于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法院无需考虑夫妻财产制，直接依据物权公示原

则和权利外观主义，将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推定

为其个人财产进行执行，配偶名下的财产被视为

案外人财产。主流观点也认为，债务人的个人债

务由其个人财产偿还，夫妻共同财产不负偿还责

任。 

然而，对于夫妻一方为债务人时，以何种财产

清偿的争议一直存在。这主要是因为债务人名下

的财产在物权规范中被视为“个人财产”，但在

夫妻财产制下该财产更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我

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夫妻个人财

产的范围较为狭窄，若只能以个人财产清偿夫妻

一方的债务的案件，执行程序可能难以进行，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受到损害。以债务人及其配

偶婚后共同购买但登记在债务人名下的不动产为

例，依据权利外观主义标准，该不动产登记在债

务人名下，属于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法院可直接

予以执行，不需要考虑配偶份额问题，但依据共

同财产制，该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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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处置该不动产。而诉讼程序依据夫妻财产制

对财产权属进行实质界定，共同财产制下财产外

观与实际归属的不一致，将会导致诉讼程序与执

行程序的尖锐对立，一方面将加大当事人的诉累，

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严重影响执行效率，影

响执行机构的司法权威。 

为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当前我国婚姻法学

界主流观点认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应以其个

人财产和其在共同财产中的相应份额清偿。执行

实践中，对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一般认为法

院可直接执行共同财产的一半。比较法上，大部

分采共同财产制的国家和地区规定对于夫妻一方

的个人债务，以共同财产的一半和债务人个人财

产承担。然而，当前我国学界关于执行标的实体

权属的相关研究，无视夫妻个人债务的特殊性，

回避共同财产制问题，造成理论的滞后。本文坚

持实体法与程序法一体化思路，综合立法规定与

执行实践，分析当前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的权利外

观主义标准的运行逻辑及其在夫妻个人债务执行

中的内在困境，意图证明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

的界定难以离开共同财产制，应以共同财产制为

基础重塑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认定标准，以平

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界定的权利外观主义标准

及其局限性 

我国当前以权利外观主义界定执行标的实体

权属，虽有其内在逻辑，但从夫妻财产制来看，权

利外观主义标准契合分别财产制，与共同财产制

具有内在冲突。在共同财产制下，夫妻个人债务

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界定的权利外观主义标准会陷

入困境。 

(一)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的权利外观主义标准 

进行强制执行，首先需要确定哪些财产属于

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大部分国家确定债务人责

任财产的依据较为明确，即遵循物权公示原则。

执行程序的物权公示原则或权利外观主义将债务

人名下的财产、或其占有的财产，推定为债务人

所有的财产，法院可予以强制执行。我国法院在

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审查中，也是将权利外观主

义作为判断被执行人财产权属的依据。执行程序

依据权利外观主义标准判断执行标的权属，对于

动产以标的物的占有支配状况为标准；对于不动

产依据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依据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权登记簿、施工许

可等判断；股权、证券、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依据

相关登记机构的登记确定。 

权利外观主义，为德国商法学者首倡，指以名

义权利人行为的外观，或者有关权利公示的外观

为准，认定交易行为效果的法律原则。德国、法国

学者称之为“外观法理”，英美法学界称为“禁

反言”。为保护交易安全，权利外观主义着眼于

保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在商法中的

适用具有普遍性。除商法外，权利外观主义的法

理念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以权利或法律事实的

外观推断权利的存在、主体和内容，是执行程序、

行政程序等自由裁量程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执

行程序的权利外观主义是执行法官依据法律规定

或借助于生活经验，将类型化或一般性调整的权

利表征形式，通过合理的识别推断为真实权利。

物权公示原则以物权的公示外观推定权属，与权

利外观主义一脉相承，具有内在契合性，其也是

权利外观主义在动产、不动产上的具体适用。因

物权公示原则与权利外观主义具有一致性，只是

适用对象存在差异，本文所称的权利外观主义包

括物权公示原则。 

部分论者提出，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实践中在

执行程序上存在超越形式审查、进行初步实质审

查的情况。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

《查冻扣规定》)第 16 条允许执行机构根据买卖

合同关于保留标的物所有权的约定认定争议财产

权属，即实际上允许执行法院在财产查控阶段采

取实质审查，对财产权属进行认定。司法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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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也会遇到物权公示与实际权属不一致的情况，

如不动产虽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但案外人主张

该不动产系其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取得，向法院主

张该不动产权属。此时执行法院不可避免地面临

初步实质审查，以解决能否查封该不动产的问题。

若第三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该财产实际为其所有，

债权人也认可该财产权属情况的，执行法院可中

止对该财产的执行。笔者认为执行实施程序确实

存在部分实质审查，但个别案件的初步实质审查，

难以动摇以权利外观主义形式审查的基础地位，

执行程序以执行效率为核心原则，在大部分执行

实施过程中，执行法院难以对案涉财产的实际权

属进行探究，只能依据权利外观判断。因此，执行

程序以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确定执行标的实体权属，

有其正当性。 

(二)执行标的实体权属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的

运行逻辑 

执行程序判断执行标的实体归属，之所以采

取权利外观主义标准，是因为该标准与执行程序

的形式审查原则相一致，能够实现强制执行的准

确性与效率性的统一。 

首先，实体法上，以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界定财

产权属，是因为依据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界定财产

权属具有准确性，物权形式在大部分情况下与物

权的实际权属一致。在物权规范中，物权公示具

有权利推定效力，只要法定的前提事实存在(如不

动产登记)，法律就推定与登记有关的实体法律关

系存在，登记名义人在法律上具有被登记簿登记

的物权。执行实施程序可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有关物权公示

效力的规定，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或其占有的

财产，推定为其所有。 

其次，在程序法上，以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界定

财产权属，执行程序依据格式化、标准化、形式化、

普适性的判断标准，能够满足执行效率的要求。

执行效率是执行程序的首要原则，若要求执行程

序对所有被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属进行实质探究，

一方面将严重影响执行效率，另一方面执行程序

以形式审查为原则，进行实质审查会超出执行程

序的权限范围。即使在被执行人名下或由其占有

的责任财产实质属于第三人，从强制执行法的角

度来看，对该财产的强制执行仍是合法的，第三

人可通过执行救济程序维护自己的实体权利。 

(三)共同财产制下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权

利外观主义标准的局限性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地区)法律中的夫妻财

产制主要有两种，即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

在以分别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的国家和地区，如

日本、英国、美国大部分州，夫妻双方婚前和婚后

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行使管理、使用、收

益和处分的权利。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虽然分别

采取剩余共同制与所得共同制，但仍以分别财产

制为基础。在分别财产制下，因夫妻财产为各自

所有，财产的公示状态与实际归属具有高度的一

致性，权利外观主义标准能够较为准确地界定夫

妻财产归属，分别财产制与权利外观主义标准在

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界定方面较为契合。共同

财产制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无论在

哪一方名下原则上为夫妻共同财产。我国当前《民

法典》采共同财产制，以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界定

责任财产，权利的外在状态与实际归属并不一致，

共同财产制与权利外观主义相冲突。 

夫妻共同财产制作为一种夫妻财产制，虽然

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仍将是我国的法定财产制，故而执行夫妻财产

不能忽视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侧重于保护家

庭主妇的利益，可能对丈夫一方不利，同时往往

会使妻子一方默认自己是被抚养、被保护的弱者。

我国实行共同财产制，更多的是强调婚姻是夫妻

构成的共同体，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的

价值，有利于婚姻的和睦和实现夫妻在婚姻家庭

中真正的平等。从社会基础来看，共同财产制经

实践证明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婚姻家庭的本

质，选择共同财产制是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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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收入状况、家庭职能、妇女经济地位、文化

传统等因素的结果。 

共同财产制下，在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执

行程序责任财产的界定中，以权利外观主义标准

界定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其准确性和效率难以

得到保障。首先，夫妻财产可能登记在任何一方

名下，依据婚后所得共同制，夫妻财产无论登记

在哪一方名下，都不能改变其夫妻共同财产的性

质，以权利登记来判断夫妻财产权属，其准确性

受到挑战。其次，夫妻个人债务案件执行程序中，

机械地以物权形式来界定财产权属，执行效率可

能也难以得到保障。若债务人配偶依据共同财产

制要求法院在执行的债务人名下财产中保留其份

额，法院就需要中止执行程序，等待执行异议(之

诉)或析产诉讼的结果。比如登记在债务人名下的

汽车，依据物权公示原则，该汽车应推定为债务

人个人所有，而依据共同财产制，若该汽车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该汽车为夫妻共同财产。

若执行法院依据物权公示原则，将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购买的该汽车推定为债务人个人财产进行强

制执行，债务人配偶为保护自己的财产份额，可

能提出该汽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异议，执行程序

须等待执行异议(之诉)审查完毕后再进行执行。 

三、以共同财产制重塑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实

体权属的界定标准 

对于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来说，因涉及对

夫妻内部财产份额的执行，权利外观主义标准面

临适用困境。权利外观主义标准能区分被执行人

夫妻财产与其他案外人的财产归属，难以析分夫

妻财产内部被执行人与其配偶的财产。在夫妻财

产领域，通过共同财产制界定夫妻财产权属具有

必要性与可行性，夫妻个人债务执行夫妻财产，

应以共同财产制重塑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实体

权属的界定标准。 

以共同财产制界定执行标的实体权属，是指

在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中，执行法院依据婚姻

家庭编关于夫妻财产的相关规定，确定债务人在

夫妻财产中的份额，而不是仅仅依据物权外观确

定属于债务人的份额。如登记在债务人名下的不

动产，依据共同财产制界定实体权属，需要依据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关于不动产分割的规

定，结合不动产登记、出资额等确定属于债务人

的份额，并予以执行。 

(一)以共同财产制界定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

的实体权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传统观点认为不需要界定财产份额，仅依外

观标准界定债务人个人财产，以其个人财产清偿

夫妻个人债务。在共同财产制的视域下，这部分

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也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建

构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界定标准，需

要深入夫妻财产内部界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份额。 

债务人需以其全部财产作为责任财产承担履

行责任。若债务人是未婚者，其责任财产较易确

定，只需要查找其名下的财产即可；当夫妻一方

为债务人时，情况可能较为复杂，债务人财产与

其配偶财产因共同财产制混杂成夫妻共同财产，

需要在共同财产中析分出债务人的份额。夫妻财

产分割本属于夫妻财产的内部事项，一般只有在

具有法定事由时经夫妻双方提出申请，法院才会

依法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在夫妻个人债务执行

程序中，当债务人未能主动履行义务时，因共同

财产制下婚后取得的财产原则上为共同财产，若

不强制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执行程序将陷入无

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境，严重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损害司法权威。为保障强制执行程序的顺利

进行，法院公权力可进入夫妻财产内部，在不违

反执行程序形式判断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方式

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以及债务人在共

同财产中的份额。这种对夫妻财产的外部强制分

割方式可能使得“作为局外的债权人能够拆散夫

妻双方组成的财产共同体”，有违婚姻的本质。

但这是共同财产制下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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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选择，债务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家庭利益需要保

护，债权人利益和司法权威也应得到维护。 

无论是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还是在我国司

法实践和域外国家的经验来说，大都认可夫妻共

同财产具有潜在的份额，执行程序可依据共同财

产制界定被执行人在夫妻财产中的份额。学界通

说认为夫妻共有属于共同共有，共同共有之间没

有份额。实际上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区分具有

相对性，当前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具有趋同的趋

势。共同共有是由按份共有修正而来，在本质上

并不排斥份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同共有也

是按份共有，共有关系解体时，各共有人原则上

平均分割共有财产。对于共同共有中的“份额”，

有论者认为是一种“潜在份额”，其他共有人对

份额转让享有优先购买权。还有论者认为其份额

不是“潜在的”，而是明确的。应承认即使在未

进行财产分割时，夫妻双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具

有潜在的一半份额。若不允许夫妻共同财产之间

存在份额，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夫妻一方为债

务人的案件难以强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 

从比较法来看，采取共同财产制的国家和地

区或间接或直接规定共同财产中存在一半份额。

部分国家和地区民法典如《葡萄牙民法典》《瑞士

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美国《路

易斯安那民法典》直接规定夫妻一方在共同财产

中拥有一半的份额；还有部分国家民法典间接规

定在共同财产制解除时夫妻一方能够获得共同财

产的一半份额，如《意大利民法典》《西班牙民法

典》。我国当前立法虽然未直接规定夫妻共同财

产具有同等份额，但有间接规定，这从离婚财产

分割均等分割原则以及继承编上婚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死亡时的财产分割中可以得到佐证。我国

执行实践中，对于夫妻个人债务，也普遍采取直

接执行一半夫妻共同财产的方案。可见，从理论

和实践上看，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依据共同财

产制界定财产份额，具有可行性。 

(二)以共同财产制界定夫妻财产的原则 

执行形式化要求执行程序仅能进行形式审查，

不能进行实质界定，在坚持执行形式化原则的前

提下，可通过形式化的分割原则对共同财产进行

初步分割，各方主体对形式判断不服的，可提起

诉讼解决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在夫妻个人债务强

制执行程序中，为保障执行效率，可以用分类界

定原则、诚信原则与推定原则界定实体权属。 

首先，对夫妻财产采取分类界定方式。由于夫

妻个人债务由被执行人个人财产和其在共同财产

中的相应份额承担，以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确定被

执行人及其配偶的夫妻财产范围后，执行程序要

界定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与其在共同财产中的份

额。为平衡当事人权利保障与法院执行之间的关

系，这至少涉及两个层面的规范适用问题，即对

夫妻财产与个人财产的区分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

分割(债务人份额)的规范适用。 

被执行人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区分也是执

行程序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在个人债务执行中

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是当然的责任财产，而其配

偶的个人财产则不是责任财产。确定为被执行人

夫妻财产范围后，主要适用婚姻家庭规范，依赖

夫妻财产制来区分财产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

同财产。区分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后，还需要解

决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问题。当债务人不能偿还

其个人债务时，法院在个人债务执行中可能需要

分割共同财产，并用被执行人的财产份额来偿还

债务。解决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对于夫妻个

人债务执行程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界定夫妻财产应坚持诚信原则。公民自

由处分其合法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一项宪法性权利，

是私有财产权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是，公民的财

产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行使其合法权利不得侵害

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在债务人成为被执行人后，

其处分自己的财产将使自己的责任财产减少，可

能严重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利。诚信原则是民法

中的帝王原则，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

动中讲究信用，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在强制执行



06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程序中，债务人及其配偶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

应当受到诚信原则的限制。 

契约自由应受到道德、公共秩序和社会正义

的限制，诚信原则要求限制被执行人夫妻的财产

自由处分权，被执行人及其配偶的财产处分自由

只有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前提下才能有效。在正

常的夫妻财产关系中，夫妻双方可以自由处置自

己的财产份额，而在夫妻一方成为被执行人后，

夫妻财产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由于夫妻财产关

系的私密性和团体性，外人很难切实了解夫妻内

部的财产情况。若允许被执行人自由处置自己财

产，极易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的财产处

置自由，包括夫妻财产的外部处分、婚内财产分

割协议(包括婚内赠与和分别财产制)和离婚协议

均应受到诚信原则限制。因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

包括其在共同财产中的相应份额，所以对夫妻财

产的处分可能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享有撤

销权来维护自己权利，法院可以因该夫妻财产处

分协议不能发生对外效力，拒绝承认该协议对申

请执行人及法院的约束。 

再次，以推定原则确定执行标的实体权属。对

于执行程序中的夫妻财产性质界定，为平衡当事

人权利以及执行效率，可适用婚姻家庭编中的共

同财产推定以及共同财产的等额分割推定。推定

的产生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以及人类的经验法则。

推定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法律上的推定可

以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需要对方提供证据来

推翻推定。在民事执行程序适用婚姻家庭编规范

时，可适用推定原则提升执行效率，这也符合执

行形式化原则的要求。在夫妻财产内部，共同财

产推定和共同财产等额分割是共同财产制的内在

组成部分。我国婚后所得共同制下的夫妻共同财

产制度，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所有财产，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夫妻双方另有约定外，推定为

夫妻共同财产；夫妻财产共有是不论双方对财产

取得贡献大小的共有，分割夫妻共有财产以均等

分割为基本准则。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标准：共同财产推

定 

执行程序中的共同财产推定与被执行人个人

财产推定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事实上是物权编

与婚姻家庭编的冲突。将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推

定为其个人财产是物权的形式化原则的要求，推

定为共同财产是适用共同财产制的结果。依据婚

姻家庭编的共同财产制，以共同财产推定的方式

建构新的执行规则，重塑基于个人财产推定建构

的民事执行规则。 

1.执行程序中的个人财产推定争议 

我国执行实践中的主要执行方式是执行债务

人本人名下财产方式，这种执行方式不区分被执

行人是否已婚，只是依据物权外观标准将登记在

债务人名下或占有的财产视为债务人的个人财产。

法院可将其视为可供执行的责任财产，除非遇到

不动产等大额财产时可能突破该执行方式的限制

(共同债务推定时对于不动产的执行较为混乱，既

有全部执行不保留配偶份额的，也有保留配偶份

额的，否则对于债务人名下的一般财产直接予以

执行，不保留债务人配偶的份额。 

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对

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车辆、不动产、金融理财产

品等财产情况进行查控，发现财产后可予以处置，

法院“不得对被执行人以外的非执行义务主体采

取网络查控措施”，对于未能发现债务人本人名

下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法院可依法以执行不能结

案。同时一般也不考虑通过追加被执行人等方式

执行债务人配偶名下财产，司法解释如《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

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以下简称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33 条都反对让债务

人配偶承担民事责任或追加为被执行人。这种既

不执行债务人配偶名下财产，也不在债务人名下

共同财产中保留配偶份额的做法，事实上只是在

共同债务推定规则下维持着一种危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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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权外观标准为基础的执行债务人名下财

产方式仅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在我国共同财产

制下却不具有实质的合理性。2018 年《最高人民

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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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随后的《民法典》废除了夫妻共

同债务推定规则，使得该执行方式的弊端逐步暴

露。一方面，执行债务人名下财产中不保留债务

人配偶的份额，可能面临配偶要求保留份额的异

议。面对该执行异议，法院不再以共同债务推定

规则驳回，执行案件面临着在债务人名下共同财

产中保留配偶份额却不能执行配偶名下共同财产

的困境。另一方面，若严格依据要求在债务人一

方名下共同财产中保留配偶份额，执行程序的稳

定性将荡然无存。依据我国共同财产制，婚姻存

续期间债务人名下的任何财产可能为共同财产，

执行程序都可能面临保留配偶份额的问题。 

有论者基于夫妻个人债务的执行困境，提出

在不改变以个人财产清偿夫妻个人债务的前提下，

基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或可参照《德国民事诉

讼法》第 739 条规定的债务人财产推定，推定配

偶一方或双方占有的动产属于债务人。笔者认为

这一方案能够部分解决夫妻个人债务的执行困境，

将债务人及其配偶双方占有的财产推定为债务人

财产，由债务人及其配偶承担证明该财产为配偶

个人财产或夫妻共同财产的责任，能够最大限度

地维护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但在共同财产制及个人债务责任财产不作出改变

的情况下，仅采取债务人财产推定的方式可能只

是治标之策。在这种方案下，虽然能够最大限度

地发现夫妻财产，但是财产发现的形式与实质具

有明显的区别，依据共同财产制，发现的财产更

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若债务人配偶提出执行异

议(之诉)，法院的执行活动将难以为继。 

2.执行程序可采取共同财产推定 

在夫妻财产内部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

产，不能依靠物权编的外观标准，可依据夫妻财

产制。夫妻财产制是关于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

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方面的法律

制度，在共同财产制下夫妻双方的部分或全部财

产依法合并成为共同财产。 

当民事执行程序从外部区分债务人共同财产

和个人财产时，可采取共同财产推定的形式，即

将债务人及其配偶名下持有的财产推定为共同财

产，由债务人及其配偶承担证明个人财产的责任。

共同财产推定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

采取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国家与地区，共同财产推

定是共同财产制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法国民法

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西班牙民

法典》《德国民法典》《路易斯安那民法典》均有

类似规定。以分别财产制为原则的《日本民法典》

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典”也都规定了共

同财产推定规则。我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规

定共同财产推定，但是我国当前采取的是婚后所

得共同制的共同财产制，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双方持有的财产推定为共同财产，这也是共同

财产制的内在要求。 

共同财产推定也符合当前我国夫妻财产归属

的实际情况。债务人夫妻双方选择适用约定财产

制的，因《民法典》第 1065条明确规定只有相对

人知道该财产约定的，该约定才能对抗债权人，

否则约定财产制不能在强制执行程序发生约束力，

执行法院可依据法定财产制区分夫妻共同财产与

个人财产。因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及其背后的财

产关系具有私密性，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婚姻状

况和财产关系是个人隐私，外人通常无从知晓。

无论夫妻双方约定采取何种财产制度，对债权人

以及执行法院来说，都难以依据物权的占有或登

记情况来准确区分财产的权属情况。 

在执行程序对查控的被执行人名下财产性质

的识别上，不能机械地适用物权编的规定。学者

们主张的“婚姻法不出家门，财产法不入家门”，

在执行程序缺乏解释力。在执行程序财产性质界

定中，强制适用财产法规则将导致逻辑混乱，理

论严重背离事实，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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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和夫妻财产持有的现实，依据婚姻家庭

编的共同财产制，可重新建构执行程序中的夫妻

财产推定方式与强制执行方式，将被执行人及其

配偶名下财产推定为共同财产执行，以平衡实体

法与程序法、共同财产制与个人债务执行、债务

人配偶利益保护与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 

(四)夫妻共同财产份额的界定标准：均等份

额推定 

对于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均等分割为原则。我

国通说认为共同共有没有份额，但从大陆法系立

法例来看，共同财产制通常规定份额(或应有部

分)。《民法典》虽没有直接规定均等分割原则，

但关于离婚财产分割以及继承编中关于遗产继承

的规定均贯彻均等分割原则。在夫妻个人债务执

行程序中，当需要执行债务人配偶的份额时，以

均等份额为原则。均等分割符合执行程序的效率

性要求和程序性要求。民事执行程序以快速实现

当事人的债权为首要目标，执行效率性要求明确

的财产分割规则，而程序性要求执行程序不能代

替诉讼程序裁判实体纠纷。夫妻个人债务的责任

财产限额是假设债务人没有结婚时，其所取得的

个人财产，执行程序为便于计算应以一半共同财

产清偿。 

1.均等份额推定原则 

共同财产中债务人的份额的确定可依据夫妻

财产制的规定，以婚姻家庭编确立的分割原则、

分割方式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有论者认为夫妻

财产法真正起作用是在婚姻基础破裂、婚姻关系

处于危机的时刻，在正常的婚姻状态下夫妻双方

可以协商解决财产问题。事实上，当夫妻一方成

为被执行人时，即使其夫妻关系处于正常状态，

若其不能主动偿还欠款，对夫妻共同财产仍有强

制分割确定债务人份额的必要，共同财产的分割

不能仅限于夫妻离婚时。 

对于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当被执行人不

能主动偿还债务时，法院可将查控到的共同财产

进行等额分割，将被执行人的一半共同财产进行

强制执行；若被执行人已经离婚，可审查离婚财

产分割的时间、离婚后是否共同生活以及财产分

割是否公平，界定是否为恶意串通、侵害债权人

的利益而假离婚，恶意串通的，该财产分割协议

不能对抗法院的执行。同时需明确执行程序的财

产分割是强制性分割，不必考虑被执行人夫妻的

意愿，夫妻财产协议、婚内赠与等婚内协议的效

力只能在夫妻双方之间产生，该协议导致的共同

财产的变动不能对抗法院的执行。 

2.特殊财产的不均等份额 

执行程序共同财产以等额分割为原则，被等

额分割的共同财产是概括的共同财产，是对夫妻

的全部共同财产的强制均等分割。但涉及到具体

某一特定财产分割，不应僵化地坚守均等份额，

需要结合财产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时间等进行综合

考量，确定该财产的权属。实质界定被执行人在

夫妻财产中的具体份额，已经违反审执分离原则，

属于形式化原则的例外情况。这种实质界定财产

份额虽已经涉及实质审查，但仍在执行权的范围

内，执行机构有权对执行标的物权属作出“初步

实质审查”。这部分实质审查往往以当事人提出

部分证据证明该财产的实际归属与外观特征不符，

执行法院不能无视该部分证据，甚至可依据该证

据直接推翻形式物权作出形式化的实质推论，而

无需通过异议程序确定。如法院依据形式原则查

封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后，案外人提出该不

动产为其所有，并拿出证据证明其取得不动产产

权的依据，此时法院显然不能局限于形式审查，

应以实质产权依据为准。突破均等分割原则的典

型情况是按揭房屋的分割，特殊财产的分割包含

物权编与婚姻家庭编的适用冲突，执行程序可依

据当事人提出的相应证据材料和法律规定作出形

式化判断，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可由诉讼程序解决。 

按揭房屋的分割主要指婚前一方出资购买登

记在自己名下，婚后双方共同还贷的房屋如何分

割的问题。房产一般是家庭最主要的财产，现实

生活中广泛存在一方婚前支付首付款，婚后夫妻



06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双方共同还贷的情况。当夫妻一方成为被执行人

时，涉及执行多大份额房产的问题，基于房产取

得方式的复杂性，简单的以等额分割原则难以合

理解决房产分割问题，需要探索更科学的按揭房

屋分割方式。司法实践对于按揭房屋的分割大致

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谁出资谁所有，房屋

产权归首付款提供方所有。已归还贷款中属于配

偶一方清偿的部分予以退还，房屋增值部分归产

权人所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一方婚前支付

首付款，只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房产证，

离婚时该房屋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若

房屋由一方婚前支付首付款并登记在其名下的，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还贷的，房屋为登记一方

的个人财产，婚后还贷及其增值部分由所有权方

返还。为促进司法适用的统一，《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第 78条对婚前购买按揭房屋的归属及分割

作出了规定，最高法提供了两种解释思路：第一

种思路认为这是首付款支付方婚前购买房屋期待

权的延续，因此应当认定为个人财产；另一种思

路认为这是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混合，应当依

据夫妻双方婚前支付首付款或者偿还贷款与婚后

偿还贷款各自在整个房屋购置成本中的比例确定

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各自财产份额，之后再对

共同财产进行依法分割。但学界对此仍有不同意

见，有论者主张应将按揭房屋认定为共同财产。 

基于民事执行程序中按揭房屋分割的特殊情

况以及执行程序的形式化，不应纠缠于按揭房屋

是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执行实施程序可结合

《民法典》物权编和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将

按揭房屋的现在价值视为一个按份共有的共有物，

房屋产首付提供方享有婚前支付款项的增值以及

一半婚后偿还贷款的增值部分，另一方享有婚后

偿还贷款增值部分的一半。 

四、以共同财产制界定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实

体权属面临的挑战及其消解 

共同财产制下，以共同财产推定和共同财产

等额分割推定为具体标准，可保障执行程序的效

率性和正当性。然而，执行法院依据共同财产制

在夫妻财产中强制界定债务人的份额，可能损害

债务人配偶的利益，违反审执分离原则，面临与

权利外观主义的协调问题。笔者认为从平衡保障

债权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角度，应允许执行法

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强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在不违反审执分离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形式化分割

手段分割夫妻财产，共同财产制可用于界定夫妻

财产权属，非夫妻财产的界定应依据权利外观主

义。 

(一)可能的挑战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执行法院强制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可能威胁婚姻家庭稳定、侵害债务

人配偶利益，在理论上强制确定份额可能违反审

执分离原则，面临与权利外观主义的适用冲突问

题。 

1.强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对婚姻家庭稳定的

威胁 

夫妻共同财产是婚姻家庭存在、运转的物质

基础，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体现着夫妻

财产关系的伦理性与团体性，与我国传统的“同

居共财”的理念相一致。为了维护婚姻存续的物

质基础，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则上不应允许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当前立法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共同财产分割进行了严格限制，未规定当夫妻

一方负债时可在婚姻关系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第 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

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和患重大疾病需要救

治时可以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立法过程中曾有意

见认为这两种情形范围过于狭窄，建议增加一方

财产不足以清偿个人债务时可以请求分割共同财

产等情形，但最终基于维护家庭和睦、稳定，未增

加执行程序中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然而，对于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若



06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不允许法院执行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执行程序可

能难以进行。 

执行程序强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强制执行

属于债务人的财产份额，拆分夫妻共同财产，将

损害夫妻生活的物质基础。如夫妻一方负债未能

偿还的，执行法院可能拍卖夫妻唯一住房，影响

债务人与其配偶的居住权，损害债务人配偶的利

益。从维护婚姻财产安全的角度，应严格限制执

行法院强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执行效率与财产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 

执行程序以效率性为首要原则，而夫妻共同

财产的认定及分割具有复杂性，若对具体财产的

实体权属进行实质认定，固然能够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利，但执行程序的效率性将荡然无存。在

夫妻财产内部界定债务人的财产份额，可能侵害

债务人配偶的合法权益，执行程序面临执行效率

与财产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 

对于执行程序如何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当前

主要有直接执行均等份额与经过析产诉讼确定份

额再执行两种模式。不同强制执行法草案也体现

了这两种模式的冲突。第六稿《强制执行法草案》

第 106 条第 2 款规定：“执行员查封时，按份共

有的，按照共有人之间的约定确定执行债务人的

份额；份额约定不明或者共同共有的，按照各共

有人平均份额确定查封的范围。”2019 年第七稿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 114 条规定：“被执

行人与第三人共有财产的，申请执行人可以以被

执行人和第三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并许可对分割后属于被执行

人的部分强制执行。”在共同财产制下以(代位)

析产诉讼确定份额面临困境，主要是因为共同财

产制下夫妻共同财产的普遍性，如债务人在婚后

取得的工资、奖金等，原则上皆为夫妻共同财产，

若执行所有夫妻共同财产都先析产，(代位)析产

诉讼程序将不堪重负，执行程序的效率性也难以

得到保障。执行程序依据均等份额对共同财产强

制分割，确定债务人在共同财产中的份额，执行

程序的效率性能够得到保障，但可能侵害债务人

配偶的财产权利。 

3.审执分离原则的违反 

审执分离指法院内部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分

离，由审判人员负责审判，执行人员负责执行，审

判程序负责实质审查，执行程序进行形式审查。

审判程序为各方当事人提供充足的程序保障，当

事人可在审判程序中表达自己意见，提出相应证

据，对一审裁判不服的可上诉。在强制执行程序，

执行法院以执行效率为首要原则，实行“债权人

中心主义”，依据格式化、标准化、形式化、普适

性的判断标准界定财产权属。审执分离原则要求

执行程序可依据生效裁判执行，不能对实体问题

作出实质认定。在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执行

法院依据生效裁判，可界定债务人在夫妻财产中

的份额，对法院界定份额的行为应遵守形式审查

原则，否则将违反审执分离原则。 

在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执行法院若依据

当事人申请以及提供的证据材料，参考夫妻双方

对夫妻财产的贡献额以及过错程度，对债务人在

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额进行实质界定，属于以执

代审，将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违反审执分离

原则。与之相对，执行法院忽视夫妻财产具体情

况，直接将所有夫妻财产进行等额分割，虽符合

形式审查原则，但侵犯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将损

害执行程序的司法权威。笔者认为执行法院应在

平衡形式审查与实体正义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

界定标准确定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以平衡债权人、

债务人及其配偶的利益。 

4.权利外观主义与共同财产制的适用冲突 

当前我国依据权利外观主义界定执行标的实

体权属，以共同财产制重新界定夫妻个人债务执

行标的实体权属，需要处理好与权利外观主义标

准的关系。一般认为夫妻财产包括夫妻双方个人

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不同界定标准下，夫妻

财产的权属不同。在权利外观主义标准下，依据

物权公示，在债务人名下的夫妻财产为债务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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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在债务人配偶名下的财产为配偶个人财

产，只有夫妻双方名下的财产才是夫妻共同财产。

依据权利外观主义标准执行债务人财产，执行法

院可执行债务人名下财产，债务人与他人共有的

财产，当事人可通过(代位)析产诉讼等方式确定

属于债务人的份额后再申请执行，债务人配偶名

下财产为案外人财产不能执行。依据共同财产制，

债务人及其配偶名下的财产可能是其个人财产，

也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

同财产的界限并不明确。执行程序依据共同财产

制界定责任财产，需要区分债务人个人财产以及

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额，法院可执行夫妻共同

财产中债务人的财产份额。 

通过权利外观主义标准与共同财产制标准界

定夫妻财产，在某些方面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如债务人名下的某些财产可能无论依据权利外观

主义，还是依据夫妻财产制标准，皆是债务人个

人财产。在部分情况下，通过权利外观主义标准

与共同财产制标准界定夫妻财产权属的结论并不

一致，如债务人名下的某些财产在夫妻财产制下

可能是夫妻共同财产。面对二者界定夫妻财产权

属的不同，有论者认为二者存在适用冲突，如许

莉认为物权规定属于一般规定，婚姻家庭规定属

于特殊规定，特殊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应依据

夫妻财产制界定夫妻财产权属。也有论者认为物

权规范与婚姻家庭规范对于财产权属的不同认定

不属于规范冲突，夫妻财产制度下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经历“逻辑的一秒”

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不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但应将其适用范围限制适用于离婚、继承以及其

它财产制解体情形。由此可见，夫妻个人债务执

行程序依据夫妻财产制界定夫妻财产，面临共同

财产制与权利外观主义标准的冲突问题，应合理

界定二者的适用界域。 

(二)挑战的消解 

面对共同财产制界定财产权属过程中存在的

挑战，执行法院通过坚持善意文明理念、采取形

式化界定方式、明确共同财产制仅适用于夫妻财

产内部等方式，解决界定夫妻财产权属中存在的

问题，实现执行效率与权利保障的统一。 

1.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应坚持善意文明执行理

念 

虽“执行难”已基本解决，但“善意文明”

始终是贯穿法院执行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理念。善

意文明执行理念要求执行法院综合运用多种执行

手段，既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依法确

保被执行人不被扩大化的执行威慑所伤。在夫妻

个人债务执行程序，法院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必然

冲击婚姻家庭稳定和威胁债务人配偶利益，为把

这种冲击限制在必要限度内，法院应坚持善意文

明执行理念。执行法院在必要时才能强制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优先选择对婚姻家庭影响较小的执

行方式，以平衡保障债权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

关系。 

只有在执行案件有执行不能的危险时，执行

法院才能强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若债务人主动

履行债务，能够与债权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执

行法院自然无需强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当债务

人名下有足额可供执行财产时，执行法院直接执

行相应数额财产即可，无需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如债务人负债一万元，但名下有存款数百万元，

此时法院直接执行一万元即可。债务人名下无足

额可供执行财产，且不能达成执行和解的，执行

程序可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执行程序执行夫妻共

同财产，依据《查冻扣规定》第 12条，应先由各

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债务人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

额，只有在不能协商确定份额的，执行法院才能

强制确定份额。债务人名下有多个可供执行财产

的，执行法院应选择对婚姻家庭稳定影响最小的

财产执行，如债务人夫妻财产包括不动产、存款，

执行法院应先执行存款，后执行不动产，有多个

不动产的，应执行对夫妻居住影响最小的不动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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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形式化界定平衡执行效率与债务人配

偶权利保障 

当代强制执行法应当坚持效率、人道、安定三

种价值取向，分别代表着债权人、债务人和案外

人的利益诉求。强制执行法应当向案外人提供足

够及时且正当的救济权利，不能因强制执行限制

案外人的救济权利。在夫妻一方为被执行人的执

行程序，执行效率与债务人配偶权利保障的冲突

较激烈，债务人配偶的财产权利与程序权利极易

受到损害。这主要是因为在婚后所得共同制下，

夫妻双方在婚后取得的财产原则上为夫妻共同财

产，债务人配偶的财产可能在债务人名下，呈现

出债务人个人财产的外观。在执行债务人财产时

未认识到该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可能侵害债务

人配偶的合法份额，并忽略配偶的优先购买权、

异议权等程序权利。 

为平衡执行效率与债务人配偶的合法权益，

可采取形式化界定方式。执行程序对夫妻共同财

产进行形式化分割，指在坚持形式主义原则的前

提下，依据共同财产制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能

够确定债务人财产份额的，可直接确定，不能确

定份额的，可采取均等份额。在界定债务人财产

份额的过程中，形式分割与实质分割不同。形式

分割由执行法院作出，执行程序可根据执行查控

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财产表面信息如不动

产登记、出资额、还款额等对夫妻财产的权属作

出界定，形式分割坚持效率中心，而对当事人的

程序保障不足。实质分割由审判程序根据案件事

实和当事人的证据材料，结合夫妻双方贡献以及

过错程度作出，实质分割以实体公正为价值追求，

为当事人提供充足程序保障机制。执行法院通过

形式分割方式确定债务人的财产份额，能够平衡

执行效率与债务人配偶权利保障。债务人配偶对

执行程序形式分割不服的，可申请诉讼程序对财

产份额进行实质分割。 

3.执行程序应贯彻形式化原则 

执行法院具有财产调查权，对于属于债务人

的所有财产应当应查尽查，若债务人名下无财产，

法院可调查特定案外人如其配偶所有的财产，只

有在确实无可供执行财产后，执行法院才能确认

债务人执行不能。对于在债务人配偶名下的财产，

依据共同财产制，该财产也可能为夫妻共同财产。

执行程序依据共同财产制深入夫妻财产内部，界

定被执行人的财产份额，属于执行权的范畴，并

不违反审执分离原则。 

执行程序应贯彻形式化原则，但形式化原则

并不是仅注重形式，不关注事实。在夫妻个人债

务执行程序，需要对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共同财

产进行区分，要求执行法院具有一定的实体判断

权。有学者将实体判断与执行程序对立起来，认

为执行程序进行实体判断有违审执分离原则和实

体/程序事项的二维划分，所以执行程序不应对夫

妻债务性质和财产性质作出实体判断。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问题。

第一，从理论上看，发现、控制债务人所有可供执

行的责任财产，是执行权的内在组成部分。执行

权可分为判断性权力和实施性权力，再简单的执

行实施案件，一般也需要执行人员根据形式化标

准作出实体判断，判断性权力和实施性权力在理

论上不可能彻底分离。对执行标的权属关系的界

定，属于民事执行权中的判断事项。第二，从实践

上看，实践中广泛存在裁判文书仅确认夫妻一方

为债务人、未对债务性质进行评价的案件，对该

类案件当前主要有共同债务推定说、个人债务推

定说以及债务性质未定说。若依据执行程序不能

进行实体判断的观点，此时该案件将被认定为债

务性质未定，而不是被推定为夫妻个人债务，执

行程序应等待审判程序对债务性质进行认定后，

再依据裁判结果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这一方案

将使得夫妻一方为债务人的执行程序无法进行，

有违执行程序的效率性。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应允许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具有一定的实体

判断权，只是这一判断是初步判断、程序判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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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判断，不具有既判力，可能在之后的执行救济

程序中被推翻。在夫妻个人债务执行程序中，执

行员依据共同财产制对夫妻财产进行区分和界定，

并未违反执行形式化原则。 

一般认为责任财产认定的形式化，是指执行

机关可根据执行标的的外在特征进行形式上的权

属推论。权利外观主义标准是通过实体法上的物

权公示、权利外观主义等外在特征推定权属，契

合执行形式化的要求。共同财产制主要是通过时

间(结婚时间与财产取得时间)作为判断财产权属

的依据，可被称为“时间”推定规则，执行程序

只需要确定夫妻结婚时间和财产取得时间，即能

够大致推定该财产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也与

我国当前夫妻财产实际归属具有一致性，“同居

共财”是我国夫妻双方的首选。共同财产制同样

能够以执行标的外在特征推论财产权属，执行程

序依据共同财产制界定财产权属，并未超出执行

权的范围。 

4.依据共同财产制界定执行标的实体权属的

适用界域 

执行程序能够依据共同财产制界定被执行人

的夫妻财产份额，为充分发挥共同财产制在责任

财产界定中的作用，需明确其适用场域。关于如

何调整《民法典》物权编与婚姻家庭编在法律适

用中的冲突，虽基于的理由不一，但当前婚姻法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采用双层适用原则：夫

妻财产纠纷内部适用婚姻家庭规范，夫妻财产与

第三人发生纠纷时适用物权规范。换言之，界定

夫妻个人债务执行标的实体权属，区分被执行人

夫妻财产与其他第三人的财产时，需依据权利外

观主义标准，在夫妻财产内部确定被执行人责任

财产时，依据共同财产制。 

界定夫妻财产应先依据权利外观主义标准，

对债务人及其配偶名下的全部夫妻财产调查清楚。

之所以需要界定全部夫妻财产，是因为夫妻一方

的“个人债务”应由其个人财产和其在共同财产

中的相应份额清偿，这需要在夫妻个人债务民事

执行程序中界定已婚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被执

行人的个人财产以及在共同财产中的份额)。从夫

妻财产分割的角度，只有先将所有夫妻财产调查

清楚后，从夫妻财产中析出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

才能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在夫妻财产内部析分被执行人的财产份额，

需要依据共同财产制。执行程序可依据《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夫妻财产的规定，

确定被执行人的夫妻财产份额。我国立法详细规

定了共同财产、个人财产的范围以及如何区分这

两种性质不同的财产，这些实体法规范不仅在审

判程序适用，在强制执行程序也能够提供指引。

典型的如《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76条—79条

对夫妻不动产的分割，确定了详细的分割规则，

该规则可在执行程序处置不动产时适用。 

结语 

 夫妻不仅是伦理共同体，也是财产共同体，

其财产内部又具有潜在的份额。当需要区分夫妻

财产与其他案外人财产时，夫妻财产是一个整体，

应以权利外观主义标准将整个夫妻财产作为整体

进行界定。当执行程序需要执行债务人份额时，

夫妻财产是一个份额可分割的整体，法院可依据

共同财产制中的夫妻共同财产推定和夫妻财产等

额分割的推定，能够界定份额的直接执行相应份

额，不能确定份额的直接执行一半夫妻共同财产。

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应选择对婚姻家庭稳定威胁最

小的执行方式，平衡执行效率与债务人配偶权利

保障之间的关系，在不违反审执分离原则前提下，

通过形式化界定方式界定夫妻财产内部的实体权

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债务人配偶不属于案外

人，而是夫妻个人债务强制执行程序的“内部

人”，债务人财产与其配偶财产由于共同财产制

而结合成夫妻共同财产，当夫妻一方负债时，执

行程序需将属于债务人的财产份额从夫妻共同财

产中区分出来，作为财产共有人的债务人配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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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忍受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法院也要保障债务人

配偶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债务人配偶不同于一

般案外人，可界定为执行第三人，保障其程序权

利和实体权利。未来可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

中为债务人配偶提供体系性保护，保障债务人配

偶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救济权等各项权利，对

债务人配偶无固定收入的为其预留生活费用以保

障其生存权，维护配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优先购

买权，保障债务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及在夫妻共同

财产中的应得份额。 

【作者】赵大伟（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西部法学评论》2022 年第

3 期（文末附本期期刊目录）。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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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抚养费案例 

女子转移 11.2 万存款却拒付孩子抚养费 3600 元，法院：罚款 1 万，强

制执行！ 

2022-07-05 湖南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GfSHrDW9UrtvdFzWFZsHGQ 

丈夫因病去世，女子改嫁他人，不仅狠心丢下

4个未成年的子女，甚至偷偷转移存款拒绝支付抚

养费。近日，郴州市永兴县人民法院马田墟法庭，

执结了这样一起司法制裁案件。 

母亲改嫁，丢下 4 个孩子不闻不问 

邓某 1（2001 年出生）、邓某 2（2002 年出

生）、邓某 3（2003 年出生）、邓某 4（2009 年

出生）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2016 年 5月，父亲

邓某某被检查出患肝癌晚期，同年 7 月去世。几

个月后，母亲刘某改嫁他人，不再照顾 4个孩子，

几人只好随爷爷奶奶生活。 

2018年，因两位老人身患各种疾病，经济困

难，没有能力抚养 4 人，无奈之下孩子的奶奶刘

某某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按

月支付每个孩子抚养费 300 元直至其成年，法院

依法支持了该诉请。 

然而判决生效后，刘某并未按照判决主动支

付抚养费。 

每过一年，奶奶刘某某都要代孩子申请强制

执行一次，法院通过划扣被执行人刘某的银行存

款执行，他们才能拿到钱。就这样，几个孩子陆续

成年，只剩下最小的邓某 4。 

 

承办法官在申请执行人刘某某家了解情况 

2022年 1月，奶奶刘某某再次申请执行，要

求刘某支付（邓某 4）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的抚养费 3600元。 

转移存款拒不支付抚养费，法院强势出手！ 

案件立案执行后，刘某拒不报告财产情况，法

院通过网络和线下查询，也未发现刘某名下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承办法官多次电话联系刘某，她

都拒接电话，多次上门，刘某也避而不见。 

法官在多次查询刘某的银行流水后发现，刘

某为了逃避执行，于 2021 年 3 月将存款 11.2 万

元悉数转移至现任丈夫的银行账户。对此刘某还

试图狡辩，称这笔钱本来就是自己现任丈夫的。 

据此，永兴县人民法院认为，刘某拒不履行人

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且拒不报告

财产情况，对法律及人民法院缺乏最低限度的尊

重与敬畏，应当对其予以司法惩戒，故依法对其

作出罚款 1万元的决定。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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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写下悔过书，

及时给付了抚养费，但仍拒不缴纳罚款。 

6 月 28日，永兴县人民法院将罚款 1万元强制执

行到位。 

法官提醒：逃避执行终将受到法律制裁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未与子女共

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应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刘某

作为孩子的生母，在其丈夫去世后，改嫁他人系

其权利，但应妥善安置好未成年子女，并履行法

定的监护和抚养义务。 

人民法院对有能力履行却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裁定的被执行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措施。情节

严重构成拒执罪的，人民法院可对其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执行

人应引以为戒，及时履行应尽义务，逃避执行终

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来源：永兴县人民法院 

作者：李剑平 谭美柱 编辑：李元 

父亲起诉亲生女儿，竟是因为... 

2022-07-14  江西法院 高苑轩  

https://mp.weixin.qq.com/s/QRvRCNLKE6S0Lw73HCuVtA 

“世人慌慌张张，不过为了碎银几两”。亲属

闹上法庭，大多也是因为经济纠纷。下面这位父

亲将亲生女儿起诉，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案情回顾 

原告黄某一与被告黄某二系父女关系。黄某

一与黄某二的法定代理人陈某原系夫妻关系，双

方在 2018年 4月生育了黄某二。 

之后原告黄某一与陈某在 2019 年 10 月协议

离婚。离婚协议约定，黄某二由陈某抚养，原告黄

某一每月承担抚养费 2000元。 

2020年 1月 23日，被告黄某二起诉原告，要

求原告履行协议支付抚养费，经本院调解，原告

同意按每月支付抚养费 2000元。 

2020年下半年，原告查出腰椎间盘突出，一

直休养没有去工作，没有收入来源。原告黄某一

认为已经无力负担 2000 元/月的抚养费，经与被

告协商未果起诉至宜春市樟树市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原告黄某一

作为被告黄某二的亲生父亲，有向被告支付抚养

费的义务。原告与被告母亲协议离婚时达成了由

原告每月承担抚养费 2000元的约定，该约定系双

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

且原告与被告母亲已经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了离

婚手续，该约定也已经生效，对原告与被告母亲

具有法律约束力。 

原告在 2020年下半年确诊腰椎间盘突出，但

是根据原告自己发布的抖音视频，其在春节期间

还能帮忙杀猪、开车，证明其身体条件并没有达

到不能工作的地步。原告请求将支付给被告的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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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费降至 500 元，降低幅度过大，且低于当地的

生活水平，不利于被告的成长，也会过分地加重

被告母亲的负担，对原告要求按每月 500 元给付

抚养费的请求不予支持。考虑到被告居住地的生

活水平条件及原告的工资水平，每月 2000元的抚

养费对于原告确实负担过重，也超出了当地的标

准，结合原告出现了身体状况，收入受到了一定

影响，本院酌情将被告黄某二的抚养费降低至

1400元每月。 

法条链接 

夫妻双方在民政部门或法院离婚时，往往会

签订协议或由法院判决确定小孩的抚养权及抚养

费标准。通常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协议办理了离

婚手续，该协议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双

方应当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子女在必要时可以向父母任何一

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数额的要求。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一）》第四十九条约定，抚养费的数额可

以依据子女的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

和实际生活水平确定，有特殊情况，可以适当提

高或降低。 

 

离婚切断的是夫妻关系，并非亲人的血脉和

感情，在保障孩子生活的同时，互相理解、体谅对

于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哦 

来源：综合樟树市人民法院 

编辑：聂宇涵 

校对：任梦 

核发：刘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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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居住权案例 

济南一法院调解书巧设居住权！八旬老人房子给了儿子，但可以永久居

住！ 

2022-06-28 济南中院 

https://mp.weixin.qq.com/s/w0nnQSJJi7731UUw9JxbiA 

“房子虽然赠与儿子了，但我可以永久居住。”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团

队适用《民法典》作出一份设立终身居住权的民

事调解书，让八旬老人“安居”。 

王老太太已经 88岁高龄了，有两个儿子一个

女儿，王老太太的老伴早已去世，夫妻俩有一套

共同房产，登记在二人名下，王老太太现在与大

儿子张某在该房屋居住。大儿子及儿媳多年的悉

心照料让王老太太非常感动，想在生前就将房屋

过户给张某，但这一决定却引来了其他子女的不

满。小儿子和女儿都担忧房子过户之后，老人的

居住失去保障，不同意房产过户给张某。因对房

屋的处理协商不成，张某一纸诉状将弟弟、妹妹

及母亲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该房屋归其所有。 

其他子女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王老太太虽

然可以通过继承析产和赠与的形式在生前将房屋

过户给张某，但在过户之后，王老太太就失去了

房屋所有权，张某如将房屋出租或者出售，王老

太太就必须搬离房屋。如此既不利于家庭和睦，

也会导致老人居无定所。 

主审法官林清梅在了解案情后，组织王老太

太及子女们进行了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王老太

太表示，这么多年大儿子张某和儿媳一直很孝顺，

对她照顾的无微不至，她才可以身康体健，愿意

将涉案房屋中属于她所有的 50%产权份额以及她

应该继承老伴的产权份额全部赠与张某，张某亦

表示接受赠与。王老太太的其他子女也表达了对

房屋过户以后老人丧失住房保障的担忧。为了消

除王老太太其他子女的顾虑，维护家庭和睦，林

法官向当事人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引导当事人通过在房屋

上为王老太太设立居住权的方式保障其居住权益。

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涉

案房屋归张某个人所有，王老太太对房屋享有居

住权。法院依据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出具调解

书，确认该房屋中张某父亲所占份额归张某个人

继承所有；张某向弟弟、妹妹支付他们应继承父

亲所占份额的价值补偿；王老太太自愿将其所有

的 50%产权份额以及其应该继承老伴的产权份额

全部赠与张某，张某接受赠与；张某自愿在该房

产中为王老太太设立终身居住权。 

本案通过设立居住权的方式保障了王老太太

的居住权益，让其住有所居，安享晚年，既尊重了

她在生前将房屋过户给子女的意愿，又避免了她

在失去房屋所有权之后居无定所的局面，真正实

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法官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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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将居

住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类型规定在物权编中。

这是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回应，是适应时

代和社会发展的立法典范。通过设立居住权的方

式，能够妥善解决继承纠纷等民事案件中较难处

理的房产分割问题，更加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居住权合同或者通过

订立遗嘱的方式设立，但要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

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中通过法律

文书设立的居住权，自文书生效时设立，但居住

权人仍然可以依据该文书申请办理居住权登记，

采取公示方式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百六十六条【居住权的定义】居住权人有

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

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第三百六十七条 【居住权合同】设立居住

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第三百六十八条 【居住权的登记要件主义】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第三百六十九条 【居住权流转的禁止性规

定及例外】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

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七十条【居住权消灭的情形及注销登

记】 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

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

记。 

第三百七十一条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的参照适用】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

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第二百二十九条 【法律文书或征收决定导

致的物权变动】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

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

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征收决

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 

重庆一男子被儿子诉请搬离唯一住房 

2022-07-13 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13/content_218887.htm?div=-1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对

原告李小某诉被告李某、杨某婚姻家庭纠纷一案

作出判决，李某、杨某将涉案房屋过户给原告李

小某，同时，李某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 

李某、杨某原系夫妻关系，李小某是二人的婚

生子。2014年 6月 26日，李某和杨某自愿离婚，

双方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婚生儿子李小某

由男方李某直接抚养生活到成人自立，女方不承

担任何费用，有探视权；婚后有住房一套，所有权

归儿子李小某所有。现该涉案房屋登记于李某与

杨某名下，2014年 2月 14日，该套房屋办理抵押

权登记，权利人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荣昌支行，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李某通过重

庆农村商业银行归还涉案房屋贷款，注销该房屋

抵押登记。 

自李某与杨某离婚后，李某承担李小某的生

活费、学费。李某身患肺炎、高脂血等多种疾病。

李某离婚后常年在广东建筑工地打工，租房居住。

其过年回到荣昌后，都是与李小某共同居住在涉

案房屋。2021 年春节期间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

李小某遂不允许李某在涉案房屋中继续居住，并

起诉到荣昌区法院，要求李某与杨某立即为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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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涉案房屋的过户。李某反诉要求撤销该赠与合

同，或是履行过户义务，但应为其设立居住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与杨某达成的离婚协

议涉及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房产处理等

多方面内容，构成一个整体，其离婚协议中的赠

与约定不同于普通的财产性赠与合同。该离婚协

议是李某与杨某二人共同签订的，其中涉及到子

女抚养、财产赠与等变更身份关系后财产关系的

约定，具有强烈的人身关系以及道德性质，如非

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

不得变更或撤销财产分割协议。因此，该赠与是

不可撤销的。但李某体弱多病，没有专业技术和

文化且日益年迈，只有涉案房屋可居住，属于需

要照顾的弱势群体。李某提出为其设立居住权，

虽未与李小某签订居住权合同，但是基于涉案房

屋是李某与杨某二人购买的来源情况，李小某对

李某的法定赡养义务，以及涉案房屋是李某目前

的唯一住房等理由，应通过法定方式为李某在涉

案房屋上设立居住权。 

法院据此判决李某、杨某将涉案房屋过户给

李小某，同时，李某对该房屋享有居住权。 

李小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陈  莉）  

法官提醒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成

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

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

利”。第一千零六十九条规定，“子女对父母的

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更是将子女的赡养义务固定化。据此，赡养父母

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教化和倡导，更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不容含糊的法定义务。李某与杨某在离婚

协议中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约定为由李某来履行，

李某按照约定将子女抚养成人，遵循了民事主体

的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原则。现李某年迈，且体弱

多病，作为子女的李小某对其负有义不容辞的赡

养义务，但是李小某却不让李某在该唯一住房中

居住，使老父亲面临居无定所的风险，于法于情

于理都不合。且不说涉案房屋是李某与杨某攒钱

买下的，就算是作为子女的李小某自己赚钱所购

得，其也应该让父亲居住，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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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恋爱同居纠纷案例 

一年多找女友要钱 165 次拒还，是借还是花销？ 

2022-07-13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1NWNrDk8CsUYXsY2SUUSZA 

 

恋爱一年，找女友要钱 165 次，累计 6 万余

元，男子分手后以“这是恋爱费”为由拒还，双

方诉至法院。7月 12日上午，武汉市蔡甸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袁勇军做客长江日报报

业集团“周二之约”直播间时透露，法院按二人

网上聊天记录判决了此案。 

恋爱一年多，找女友要钱 165 次 

2021年 10月 27日，蔡甸区人民法院受理一

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原告朱女士称，2015年 6月

至 2016 年 10 月，张某找她累计借了 6 万余元。

2021年，张某补了借条，朱女士希望他连本带息

还钱。对此，张某表示，他和朱女士是同学，2015

年 6月至 2016年 10月在谈恋爱，互相均有转款。

“至于谁给谁多少钱，恋爱期间谁算得清？”他

后来补的借条只是用于朱女士找其母要钱。2016

年 10月，两人分手后，5年多没有联系。朱女士

要求赔偿，他只愿赠与其 1万元。经查，2015年

6月至 2016年 10月，朱女士应张某要求，先后向

他和他的朋友转款 165 次，共 6 万余元。其间，

张某向朱女士转款 6次，共 1000 余元。 

6 万余元未还，又哄走 1100 元 

这些钱到底是借款，还是恋爱费？为了证明

自己的说法，朱女士向法院提供了二人的微信聊

天记录。2021年，朱女士通过微信要求张某还钱。

当年 3 月 9 日，她将统计的欠账单拍照通过微信

发给张某，并明确告知共计 6 余万元，有聊天记

录为证。但张某表示，谈恋爱的花销不能由他一

个人承担，他要算一下。两个月后，张某以来汉商

谈还钱为由，找朱女士借了 400 元。不久，张某

又以同样的理由找朱女士借了 350 元。朱女士让

他先还钱，他表示还钱可以，先把钱借给他。朱女

士无奈以钱在其母手中、需要用借条交换为由，

让张某写下 6 万余元借条后，又借给他 350 元。

一周后，朱女士拿着借条要求张某还钱，张某改

口称“有钱再还”。此后，再无下文。朱女士只得

诉至法院。 

“5.20”“13.14”转账不算借 

法院审理认为，朱女士六七年前多次向张某

转账，张某 2021年出具了借条，二人的民间借贷

关系成立。在朱女士通过微信、支付宝多次向张

某索要借款，并将转账记录截图发送给张某的同

时，张某向朱女士出具借条，并将借条及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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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发给朱女士，且在与朱女士的聊天记录中作

出“几年了？一年一万元都还完了吧”“让我回

武汉见面算账”“我都给你写上，还有啥问

题”“我都不会不承认”等意思表示，均应视为

张某对朱女士主张的“双方此前的资金往来系借

款”进行了追认。张某虽然声称这些钱都用于两

人的恋爱花销，但没有足够证据来证明。在二人

的微信、支付宝转账中，有 4 笔记录带有

“5.20”“13.14”等明显象征意义的转账。在朱

女士未提供证据证实为借款的情况下，结合双方

系前男女朋友关系，法院未认定这 4 笔转账为借

款，从借款中剔除。据此，被告张某应向朱女士归

还借款本息共 6 万余元。张某不服，上诉至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 6 月 2 日，武汉中院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在直播中，袁勇军告诉参与互动的网友，此案

给大家两个警示：一是金钱换不来爱情。不要以

民间借贷解决所谓的分手费、补偿费。二是关系

再好，借款也要留痕。情侣关系并非法律规定的

身份关系，亲兄弟都需明算账，何况情侣。情侣一

方遇到困难，一张借条不应是感情的“隔阂线”，

而应是各自独立人格的体现，更是这份情谊的见

证。 

遇到借钱不还的人怎么办？莫慌！武汉市蔡

甸区法院民二庭庭长袁勇军专题解答民间借贷难

题。 

 

武汉市蔡甸区法院民二庭庭长袁勇军做客

《周二之约》直播间，专题解答民间借贷难题。 

1、问：借款人不还钱，起诉需要准备哪些证

据？ 

答：出借人向法院起诉需要提供债权凭证，

如借据、收据、欠条等，关键还需提交证实借款合

同成立的证据，如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转账凭证、

支付宝转账凭证、取款交付凭证等。另外，双方协

商借款的电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可

以作为辅助证据提交。 

2、问：用微信提供借款十分常见，起诉如何

举证呢？ 

答：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的，但要注意原始载体中记录的保存，不能只提

供打印版、文字版等截取内容，聊天记录需完整、

连续，不得伪造、变造，开庭时法院需审核原始载

体中的内容，即需要当事人携带有原始聊天记录

的手机，同时法官会对聊天记录的主体进行审核，

例如是否与实名制手机号绑定，是否在聊天中可

以确定身份，头像是否为当事人等。 

3、问：借款凭证需要写明哪些要素呢? 

答：主要载明借款人、出借人、借款时间、借

款方式、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利息、还款到期时

间等主要内容。为避免因借款人逃避债务，造成

法院送达难，延长维权时间，建议在借款凭据上

记明当事人身份信息、联系电话及送达地址。 

4、问：只有借条，没有银行流水的民间借贷

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679 条规

定“自然人之间借款，自自然人提供借款时成立。” 

借条一般载明借款人向出借人提出的借款意

思表示，只有借条，没有证据佐证出借人实际提

供了借款，也就是不能证实借款合同成立，法院

不支持未成立的合同。 

5、问：借条金额和实际出借资金不一致怎么

办？ 

答：出借人起诉提供的借条、欠条等证据只

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意思表示，仍需提供证据

证明借款实际交付，没有交付，或实际出借资金

和借条金额不一致的，法院以实际出借的资金来

认定借款本金。 

http://m.app.dawuhanapp.com/share/liveshare/liveshow/?id=10673807
http://m.app.dawuhanapp.com/share/liveshare/liveshow/?id=1067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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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他人或者公司在借据、收据、欠条等

债权凭证签字或盖章，但未表明其愿意承担保证

责任或者担任保证人，需要承担责任吗？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他

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

上签名或者盖章，但是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

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

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签字、盖章未表明保证人身份，或

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的不承担责

任。 

7、问：法律支持的自然人之间借款的最高利

率？ 

答：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修正了《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按新规定，借款合同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

后的，利率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的四倍。借款合同成立于 2020年

8月 20日之前的，法院支持合同成立日至 2020年

8 月 19 日的利率按当时的司法解释的标准计算，

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后的，利率不能超过合同成

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 

非婚同居“搭伴”养老起纠纷，法院怎么判？|中国司法案例研究中心 

2022-07-27  判例研究  判例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y2ag_dTxXikRRSJDnYqV4A 

编者按 

当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非婚同

居“搭伴”养老的现象也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不可

忽视的问题。虽然此种养老模式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老年人精神和生活的需求，但随之而来的法律

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引发的财产纠纷。本期就

以一则案例为例，简要阐述其中的法律问题。 

案情概要 

2020年，张某（男）和王某（女）因均为已

退休的单身老人，在朋友的介绍下，双方在考虑

年龄、家庭等各方情况后，签订《结合协议》，约

定“自愿结合，共度余生，结合后男女平等，互尊

互爱。张某负责王某的吃、穿、住、看病等。两人

各自工资归各人。百年后两人的婚前财产归各人，

骨灰及抚恤金归各人的孩子安置。”之后另签《协

议》约定，“双方结合后张某每个月给王某两千

元，现王某有困难，张某愿意赠付给王某 40万元。

王某用张某每月给付的两千元和孩子的房子租赁

费作为抵押，直至扣完 40万元为止。”双方签完

协议后，按照《协议》约定张某通过银行向王某转

账 40万元。约一周后，王某又以“为儿子垫付欠

款”为由向张某借款 20万元。张某又通过银行向

王某转账 20万元。后张某多次向王某及其子催要

借款未果，故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结

合协议》和《协议》并返还相应借款。 

（案例来自：“山东高法”微信公众号） 

本案评析 

一、什么是“搭伴”养老 

“搭伴”养老，又称同居式养老。不同于年轻

群体的搭伴同居，“搭伴”养老是无配偶的男女

老人通过同居，彼此提供生活资源来相互保障养

老，以情感、精神依靠，生活互助照料为主要目

的，没有生育的动因，不是通过试婚而建立夫妻

关系，而是以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在于建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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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形式彼此提供养老资源的生活方式。1 由于

“搭伴养老”不同于事实婚姻，也不同于婚外同

居，仅是在当前社会情况下单身老年人男女为满

足共同生活需求，所建立准婚姻模式下的养老方

式。因此也可以说，“搭伴”养老实质上是一种

非婚同居关系。 

二、本案中“搭伴”养老的财产纠纷，如何解

决 

由于“搭伴”养老属于非婚同居，我国法律

不予保护，但本着”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私法原

则，我国对这种“搭伴”过日子的养老模式也并

不禁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一）》第三条之规定：

“当事人提起诉讼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当事

人因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由于我国对非婚同

居关系不予保护，对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性质也

未进行明确的规定，一般认定为一般共同财产。

在财产分割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可知“同居期间

的财产由当事人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

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在本案中，王某与张某在自愿前提下建立同

居关系，并在此种关系下达成《结合协议》与《协

议》，双方的同居关系是两份协议的效力基础，任

何一方均有权解除。其中的《协议》虽然约定 40

万为“赠付”，但根据内容可知仍需王某及其孩

子以房屋租赁费偿还，因此王某与张某达成的《协

议》实质上仍属于附条件的给付合同，而非赠与

合同。因此在本案中，张某的 40 万元转账应认定

为对王某的借款，王某应当根据《协议》之约定折

抵后向张某偿还相应的借款。 

三、如何降低“搭伴”养老中的法律风险 

由于我国并无法律规定“搭伴”养老同居关

系，且作为此种关系主体的老年人还要受子女、

财产等多方因素的影响，这种“搭伴”关系就更

加脆弱，一旦产生矛盾极易引发经济纠纷。为降

低此种养老模式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首先可以

在同居前签订相应的财产协议，明确双方在同居

关系开始前以及关系中各自的财产情况以及财产

归属；其次可以提前拟定好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

减少与死亡一方成年子女的经济纠纷。最后，还

可以根据《民法典》之规定签订书面居住权合同，

保障同居一方在自己去世之后的居住问题。 

  

结语 

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现状，回应现实

需求，老年人权益保障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尤

其是在老年人非婚同居“搭伴”养老越来越普遍

的情况下，很多失去配偶的老年人希望通过这种

方式再找“另一半”。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凡是

涉及大额金钱事项，多与子女商量，必要时也要

咨询律师，避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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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案例 

以案释法 | 腹中胎儿能否享有征地补偿款? 

2022-07-07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vUY50OlcHMp2n3XHRrGleg 

案件提要 

孩子仍在母亲腹中时，父母所在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与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孩

子出生后，该经济组织发放补偿款，但认为在该

经济组织的集体决议中已确定新生儿无权享有出

生前的征地补偿款（包括待分配部分），不予发放

该孩子份额的补偿款。腹中胎儿能否享有征地补

偿款？ 

基本案情 

台城某经济合作社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与街

道办事处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于 2018年 11月

26 日制定《关于土地补偿款分配请示》,于 2018

年至 2019 年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土地补偿

费等集体经济收益。该经济合作社成员陈某某、

王某某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共同诞下小孩小陈，

而该经济合作社未向小陈发放上述集体经济收益。

小陈于 2021年 7月 30日向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要求确认其属于该经济合作社成员，并向经济合

作社申请发放属于其份额的土地补偿费。街道办

事处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作出《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争议案件行政处理决定书》，确认小陈属

于该经济合作社成员。但经济合作社以“根据该

经济合作社《关于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决议》第七

条，新生儿‘即时享受补偿款中人口部分的分配’

是指新生儿享受出生后新征地（以征地合同签订

时间为准）所产生的补偿款，无权享有出生前的

征地补偿款（包括待分配部分），因土地征收时间

发生在小陈出生前，因此小陈不能享受相应的征

地补偿款”为由，拒绝发放相关款项。小陈遂将

该经济合作社诉至台山法院，要求经济合作社向

小陈支付 2018 年至 2019 年该合作社土地补偿费

等集体经济收益及利息。 

法院裁判 

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侵害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台城某经济合作社对经

街道办事处认定小陈的成员资格无异议。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

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民法典施行前的法

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

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

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

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的规定，

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六条“涉

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

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更有利于

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小陈于 2018年 11月 13日出生，台城某经济合作

社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签订《征地补偿协议》，

并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制定《关于 XX 村土地补

偿款分配请示》，可推断台城某经济合作社在签

订《征地补偿协议》时小陈已是胎儿，台城某经济

合作社对关于土地补偿款分配请求权的保护应当

溯及至胎儿时期，在制定分配方案时为小陈预留

出生后土地补偿款的份额，不仅有利于保护民事

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弘扬和谐公正、尊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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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

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

权利。”，第五十九条“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

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等规定，

台城某经济合作社因征地获得的补偿款属本集体

成员集体所有，台城某经济合作社分配集体收益

和征地补偿款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成

员享有的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

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

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

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六）赔偿

损失；……”的规定，小陈请求台城某经济合作社

支付集体收益款，予以支持，判决台城某经济合

作社支付集体经济收益给小陈。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一审

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实体处理正确，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法律保护的胎儿应该是指正在孕育中的

“人”，保护的是从受孕那一刻起一直到脱离母

体独立呼吸成为真正的民事主体，涵盖整个孕育

阶段。胎儿是所有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必经阶段，

不仅存在未来需要保护的利益，也存在某些现实

利益的保护需要，比如能否作为继承人继承份额，

再如胎儿在其孕育过程中遭受到损害致其出生后

疾病的，或者其父母受到人身伤害影响到对其出

生后的抚养等。本案是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

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但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

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

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和谐公正、尊老爱幼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本案处理适用了民

法典的第十六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

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的规定，保障胎儿出生后获得集体经济组织分配

的权益。 

来源：台山市人民法院 

委托外甥女养老却被转走积蓄，这份判决帮她追回养老钱 

2022-07-18  北京海淀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f3HvM1F2-F0SmZQuXa0jJA 

七旬老人身患多种疾病，子女却在国外无法

照顾。为防患于未然，老人委托外甥女在其突发

疾病时及时送医，并代为管理其名下银行卡支付

医疗、养老院等费用。谁知不到一年时间，老人发

现养老积蓄竟被转走数十万元。而外甥女不但否

认转款，更以两人从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为由否

认委托关系。老人遂将外甥女诉至法院。海淀法

院经审理，在扣除老人认可的支出费用后，判决

外甥女返还 88万元。 

案 情 简 介 

原告李秀兰诉称，由于我年老多病，子女不在

身边，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我于 2019找到外

甥女范蕊请求她帮忙照顾我，并将名下银行卡及

密码交付范蕊代为支付医疗、养老院日常开支等

费用。我向范蕊转账 10万元作为报酬。后我发现

范蕊多次擅自使用银行卡资金用于自己的事务，

频繁取现并出入商场购买奢侈品、还多次用我的

卡宴请他人，我数次向其主张返还后仍拒不返还

财产，共造成资金损失 97 万余元。故诉至法院，

要求范蕊返还资金损失 973687 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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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范蕊辩称，李秀兰是我的小姨，平时双方

关系非常好，经常往来，由于她子女常年在国外，

老伴也早已去世，所以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李秀兰在医院抢救时将卡交给了我，希望我在她

出现意外时帮忙照顾。出于亲情考虑我才同意，

但是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协议，对方也从

未告知我卡内金额，密码是对方让我交钱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拿着卡用于她的日常开销。2020年

我已把卡还给她，期间花费多少钱也没计算。我

持卡期间李秀兰及其子女也拿过银行卡，可能进

行过消费，我不同意返还这笔钱。 

法 院 审 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秀兰委托范蕊代为处

理个人事务，并支付十万元服务费，范蕊虽不认

可李秀兰的主张，但对于李秀兰向其支付十万元

予以认可，认为此款是给予其的服务费用，故双

方虽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存在事实上的委托

关系，受托人应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

并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 

范蕊接受李秀兰的委托为其办理支付医疗费

用等事务，范蕊支配银行卡内的款项时应听从李

秀兰的指示，但其在委托期间未经李秀兰同意从

银行卡内取出大量资金，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

花费卡内钱款系为李秀兰办理事务，且对于钱款

的去向、用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故对其超过出

委托权限的范围内，其应当承担返还的责任。对

于返还的数额，应扣除李秀兰认可的花费的相关

款项。综上所述，法院判决范蕊返还李秀兰 88万

元。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现该判决已生

效。 

法 官 说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一十九条

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

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九百二十二条规定，

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

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

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

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是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

报告委托人。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七条还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

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委托合同根据性质属于诺成合同、非要式合

同，并且当委托人将自己的事务托付他人办理时，

自受托人作出允诺之时，委托合同即告成立，故

签订书面合同并非必要条件。 

本案中，双方约定由范蕊代为管理李秀兰的

银行卡、送医治疗、代为支付医疗费用和养老院

费用等事项，而李秀兰也已支付相应报酬，故李

秀兰和范蕊之间虽未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但是

双方就委托事项以及报酬均已达成合意，成立事

实上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

律保护，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并勤勉地履行

自己的义务，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办理委托事务并

进行报告，否则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范蕊在接受委托后，虽部分履行了委托义务，

但在委托期间超越委托权限，频繁取现并用卡内

金额进行高消费，现无法证明其将取现款项用于

委托事项，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未尽到委托人

应有的责任，严重侵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故

对于李秀兰请求其返还资金损失的要求，符合法

律规定，法院遂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支持了李秀兰

的诉讼请求。 

老年人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应当谨慎处分

自己的财产，避免泄露银行卡信息等个人信息，

不要轻易被“感情牌”所打动，需理性分析法律

风险，甄别虚假信息，决策前可以多同子女进行

协商。当老年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被侵害人或

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可及时向当地

居委会、村委会、各级政府反映或咨询，必要时可

以利用法律武器维权，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可以去当地的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从而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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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对老人诉请儿子儿媳支付“带孙费”被驳回 

2022-07-21 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21/content_219136.htm?div=-1 

法院：孩子父母尽到抚养义务且支付费用高于开

销，诉请不予支持 

本报讯 老何、老周帮儿子和儿媳带了三年

的孙子，儿子和儿媳闹矛盾要离婚，老何、老周却

突然到法院起诉向儿子、儿媳索要“带孙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日前，重庆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小何系老何、老周之子。小何与小杨于 2014

年登记结婚，并于 2015年生育一子小小何。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一家人共同居住生活。其后，

小杨、小何夫妻二人先后外出务工，小小何由老

何、老周照顾。 

在老何、老周照顾小小何期间，除日常生活开

销外，二老还支付了小小何的幼儿园费用、培训

费用 2 万余元。小杨曾通过微信向老周转款 5 万

余元，还通过淘宝为小小何购买衣服、玩具、零食

等，并为小小何购买了人身保险，每年缴纳保险

费。2021年 2 月，小杨与小何产生矛盾，小杨起

诉离婚。同年 4 月，法院判决不准二人离婚。老

何、老周遂于 2021年 4月起诉小何与小杨，要求

二人支付垫付的抚养费、教育费共计 23 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小何、小杨作为孩子的父母对

小小何有抚养义务，老何与老周作为孩子的祖父

母并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由于小何、小杨外

出打工，二老遂代为照顾孩子，符合我国传统的

大家庭观念。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

生活或共同抚养照顾孙辈在我国较为普遍，在经

济较宽裕的情况下对子女进行帮扶，开支部分家

用亦符合情理，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美满和谐。

本案中，在二老照顾孩子期间，小杨向老周汇款

补贴家用，并通过淘宝购物为孩子购买日常玩具

用品，小杨并非未尽到抚养义务；老何与老周虽

支付了小小何的部分费用，但小杨通过微信向老

周的转款远高于有证据支持的款项；引发本案的

根本原因是小杨提起了离婚诉讼，家庭矛盾激化

产生。二老要求小何与小杨支付近六年的抚养费

23 万余元，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支持。 

老何、老周提出上诉。 

重庆三中院审理后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由家

庭成员组合起来的密切联系的整体，家庭成员应

共同维护家庭的完整性，互帮互助，维护平等、和

睦、文明的家庭关系，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抚养孙辈

系天伦之乐，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和精力，

但符合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观念，在子女举证支付

的费用高于祖辈开支的情况下，再要求提供生活

消费明细，既不符合现实生活的情理，也不利于

美满和谐家庭关系的构建。从维护公序良俗和平

等和睦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的角度，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伍柯聿）   

    法官说法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祖父母、外祖父母代

为照顾孙子女时，是否有权向孙子女的法定抚养

人索要“带孙费”？此处“带孙费”不仅包括子

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直接费用，还包括保

姆费等间接费用。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第一千零七十四

条分别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及有负

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特定情况下（如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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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已死亡或无力抚养子女）对孙子女、外孙子女

的抚养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父母对未成年

子女具有法定抚养义务，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

子女、外孙子女并无当然的法定抚养义务。若父

母在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

而将该义务转嫁给老人，由老人实际抚养孙子女

或外孙子女时，老人可依法向孩子的父母主张相

应的抚养费。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解上述法律

条文，判断父母是否尽抚养义务时，不应过于机

械，而应综合考虑家庭实际情况、父母抚养能力、

抚养方式等，最终作出合理判断。通常情况下，只

有在父母具有抚养能力而拒不抚养子女或双方在

事前对代为抚养孩子约定有一定数额的报酬时，

代为照顾子女一方才可向子女的父母索要“带孙

费”。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

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

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

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尊老爱幼、团结互助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提倡，放之家庭内部亦是如此。在社会经济高

速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会选择双双

外出工作，在经济和时间的双重压力下，会选择

将孩子交于父母携带照顾。这不仅体现了含饴弄

孙的天伦之乐，还能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因此，

不应将金钱作为带孙的交易条件，更不应在子女

婚姻产生裂缝时，以索要“带孙费”为由，进一

步激化双方矛盾。本案的处理传递出在家庭成员

之间出现矛盾、感情产生裂痕时，其他家庭成员

应尽量调和矛盾，帮助修复家庭关系，创造和睦

的家庭氛围，树立优良家风，而非以其他方式激

化矛盾的强烈信号。裁判结果既符合法律的规定，

又符合社会大众的道德认可，还弘扬了尊老爱幼、

平等和睦的社会主义家庭美德。 

一场父子之间“不当得利”之争 

2022-07-26  天津高法 

https://mp.weixin.qq.com/s/ui9jNAxKveNjS5M-RfAHlA 

案情回顾 

老周和小周系父子关系。一年前，小周从老周

银行卡账户转款 64159.8 元到自己的账户，后父

子出现矛盾，老周直接报警称，小周盗窃其存款。

在派出所，小周声称母亲去世后，是他一手包办

母亲的丧事，而父亲也是自愿将银行卡和密码给

了自己，让自己把钱取出来给自己换车和支付母

亲的丧葬费。 

民警调查了解情況后，进行了调解。 

经调解，双方同意：由老周负担妻子丧葬费

20000 元，小周将剩余 44159.8 元还给老周。但

是， 小周没多久竟然又收到了老周以不当得利

为由的起诉状，诉称小周还有 24159.8 元至今未

向自己返还，希望法院判令小周返还这笔钱。 

气愤之余，小周还是来到法院参加了诉讼，听

到老周声称在报警后自己仅返还了 40000 元，余

款 24159.8 元至今未返还后，激动地辩称：“母

亲去世后，我自己给母亲料理了后世，共支付丧

葬费 40000 元，本来是他自己将银行卡交给我，

让我将钱取出来支付母亲的丧葬费，没想到他因

急于找老伴，便后悔支付丧葬费，这才与我反目，

老周还曾报警称我盗窃，不过在民警主持调解下，

我们已经达成了合意，并在民警的督促下当场将

剩余款项全部转给了他，我请求法院调取老周银

行卡的明细。” 但是，老周当庭反驳了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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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承办法官宣布休庭，前

往派出所和银行进行调查，根据民警执法记录仪

录像和老周的银行卡明细显示，小周确实当场将

剩余款项转给了老周。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二

十二条的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

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即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

损失的事实。判断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从一方是

否获得利益、获益无法律根据和获益使对方遭受

损失进行综合判断。 

 本案中，根据民警调解录像，小周从老周处

获得的是老周应分担的丧葬费用，老周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同意分担妻子丧葬费的意思表

示真实，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其行为自成立时生效并己履行

完毕。 

 另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老周对本已和

谐解決的事情，又予以反悔再次起诉，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不应得到支持。因此，法

院依法判决，驳回了老周的诉讼请求。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

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第一百三十六条 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

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

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九百八十六条 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

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

存在的，不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 

第九百八十七条 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

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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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承 

侄子女有权继承车祸保险理赔金吗？ 

2022-06-28  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28/content_218367.htm?div=-1 

本报讯  叔父因交通事故死亡，非近亲属

的侄子女可以获得赔偿吗？日前，河南省内乡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被告

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赵某保险金 23万元。 

2019年 6月 5日，原告赵某驾驶其妻子郑某

名下的小型普通客车，行至内乡大桥乡某路段时，

与骑自行车的周某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周某抢救

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经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负

此事故同等责任。赵某为了及时安抚死者家属，

通过交警队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赔偿死者周某

4 个侄子女各项损失共计 23万元。 

原告驾驶的车辆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

险、商业三者险、车损险且不计免赔，本事故发生

在保险责任期间。因原、被告双方未达成一致赔

偿意见，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原告赵某将赔偿款 23

万元支付死者周某 4 个侄子女，但该 4 人不是法

律所规定的死者近亲属范畴，不属于法定的赔偿

权利人。根据交通事故司法解释有关规定，本案

只能赔偿原告支付的医疗费和丧葬费等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周某生前只有兄弟两人，其

父母和长兄在事故发生前已经亡故。周某生前未

结婚，也没有子女。因年事已高，除国家按照特困

人员发放补助外，均由其 4 个侄子女赡养，平时

与侄子周某某共同生活，提供日常生活保障和疾

病治疗护理。 

 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

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

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

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

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除外。虽事发时的法律没有明确将

侄子女列为近亲属，但周某生前未婚且无子女，4

个侄子女承担了周某的赡养义务，周某生前跟随

侄子周某某共同生活，死后由 4 个侄子女操持了

埋葬事宜。周某的死亡必然造成侄子女 4 人家庭

费用的直接支出和经济的丧失，精神上亦因周某

死亡产生痛苦。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

第二款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

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因此，本案的死亡赔偿金等费用作为物质损失具

有遗产的性质，死者周某的 4 个侄子女可以成为

赔偿权利人，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支付原告 23万

元保险金。 

被告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

理后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聂传青  冯剑晓） 

法定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所为赠与还能够行使任意撤销权吗？ 

2022-06-28  法门囚徒 

https://mp.weixin.qq.com/s/_rlwHye7C5QJhI8U4MIt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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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提示 

《民法典》第 658 条第 1 款规定：“赠与人

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根

据该条的规定，任意撤销权人的权利人为赠与人

本人，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并非任意撤

销权的主体。之所以将任意解除权的权利人限定

为赠与人本人，也是为了使得赠与合同的履行与

否交由本人决定，让赠与更加符合赠与人的意愿。

因为赠与合同极有可能与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

代理人存在利害关系，如赋予赠与人的继承人或

法定代理人任意撤销权，赠与人生前作出的意思

表示将难以得到遵行。例如，在孙某诉李某山、陈

阿婆、孙某红赠与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死者

生前多次表示将拆迁安置房赠与受赠人，应尊重

死者生前的意愿履行赠与合同，虽然赠与财产权

利尚未转移，但任意撤销权的主体仅限于赠与人

本人，不包括赠与人的继承人和法定代理人，死

者的继承人无权行使任意撤销权，应当履行赠与

合同，协助受赠人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当然，在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如果受赠人存

在本条规定的情形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

理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的方式就行救济。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

用（二）  第 1208页】 

裁判要旨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

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

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

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

用前款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将

财产赠与受赠人，死亡时尚未履行的，受赠人有

权请求继承人履行赠与合同；继承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有权撤销该赠与合同。 

案例索引 

《王某等与贾某赠与合同纠纷案》【（2021）

京 02民终 13287号】 

争议焦点 

法定继承人能否对于被继承人生前所为赠与

行使任意撤销权？ 

裁判意见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本案上诉主要争

议焦点为贾某是否对冯某、王某与冯某 1 之间的

赠与合同享有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

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人在赠

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

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

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

用前款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将

财产赠与受赠人，死亡时尚未履行的，受赠人有

权请求继承人履行赠与合同；继承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有权撤销该赠与合同。 

具体到本案而言，2016年 12 月 4日，冯某、

王某与冯某 1 签订的《房产赠与声明》，后经生

效判决确认该《房产赠与声明》有效，但该《房产

赠与声明》所涉北京市西城区×××1004 号房屋

未过户至冯某 1名下。2018年 6月 9日冯某死亡，

其法定继承人为其母贾某、其妻王某、其女冯某 1。

现冯某 1、王某上诉主张按照《房产赠与声明》将

北京市西城区×××1004号房屋过户至冯某 1名

下，对此贾某辩称该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要求撤

销赠与。本院认为，贾某作为冯某的法定继承人，

在《房产赠与声明》所涉北京市西城区×××1004

号房屋未过户至冯某 1 名下，即赠与财产的权利

转移之前，有权要求撤销《房产赠与声明》并拒

绝将该房屋过户至冯某 1 名下。冯某 1 上诉主张

在其结婚时冯某、王某已向其交付房产证并由其

在该房屋实际居住多年，故赠与财产已完成转移。

虽冯某 1 就其该项主张提交了相应证据，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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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规定，不动产的权属变更以登记为准。

因此，在交付房屋后、权利登记变更之前，仍属于

赠与财产转移之前，故本院对冯某 1 的该项主张

不予采信。此外，冯某 1、王某上诉主张冯某 1要

对冯某、王某承担生养死葬的义务，故《房产赠与

声明》具备道德义务性质，属于不可撤销的赠与。

本院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扶养义务虽属于道

德要求，但现无证据证明本案中的《房产赠与声

明》与冯某、王某及冯某 1 之间履行扶养义务存

在实质关联，故本院对其二人该项上诉主张亦不

予采信。综上，本院对冯某 1、王某要求将北京市

西城区×××1004 号房屋过户至冯某 1名下的上

诉请求不予支持。

继母手持遗嘱要分走富豪爸爸大部分遗产，子女不干了……法院这样判 

2022-06-29  法治日报 

https://mp.weixin.qq.com/s/UoOTIAyYzl6LYne7IURGhw 

富豪离世，现任妻子拿着遗嘱分配遗产，前

妻子女却称继母的打印遗嘱形式不对,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遗嘱无效，事实究竟如何呢？ 

继母手持遗嘱分配遗产 

子女不服 

2003年，张万三和妻子李美丽登记结婚，并

育有张强、张倩一对子女。2012年，两人因感情

破裂协议离婚，约定子女均由李美丽抚养。 

2017年，张万三与现任妻子赵温柔结婚，双

方未生育子女。2020年 2月，张万三患癌症晚期

经医治无效死亡。经商多年，张万三积累了可观

的财富：名下千万级豪宅两幢，其他房产数幢，豪

车两辆，另有银行存款八百余万元等。 

张万三离世后，前妻李美丽找到赵温柔，要求

由张倩、张强和赵温柔共同继承张万三的遗产。

此时，赵温柔却拿出了一份落款日期为 2020年 1

月底的打印遗嘱。根据遗嘱记载，除了和前妻李

美丽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房产、现金由张倩、张强

继承，其余所有财产均由赵温柔继承。 

虽然打印遗嘱载明“本人在订立本遗嘱期间，

神智清醒且订立该遗嘱时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

上述遗嘱系本人自愿作出，本人其他亲属或任何

第三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继承人继承的财产及

权益作出任何干涉”等内容，但李美丽方认为，

遗嘱落款时间为张万三死亡前几天，当时张万三

已神志不清，无法出具遗嘱，且多次要求赵温柔

出示立遗嘱时的录音录像，赵温柔均未出示。双

方久争不决，张倩、张强便将赵温柔诉至法院。 

打印遗嘱是否有效？ 

从形式上看，该遗嘱第一页至第三页无遗嘱

人张万三签名，也无其他任何人员签名。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打印遗嘱的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因此，该打印

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 

此外，民法典还要求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

害关系的人不得作为见证人。而见证人之一的王

五曾向张万三与赵温柔借款，属于夫妻二人的

“债务人”，事实上与赵温柔有利害关系。 

最终，因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富

阳法院一审判决该打印遗嘱无效。 

宣判后，赵温柔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杭州中

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作为民法典中新增加的遗嘱形式，民法典对

打印遗嘱的效力有严格规定。本案中，该份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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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的签名方式及见证人选择均违反民法典有关

打印遗嘱效力的规定，故而无效。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三十三条至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条对“遗嘱继

承和遗赠”作了明文规定，当代人的法律意识、

法治理念日益增强，现实生活中为避免争产纠纷，

立遗嘱不失为一项妥善的办法。遗嘱继承体现了

意思自治的原则，但立遗嘱前请务必认真学习民

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只有满足以下条件的遗嘱

才是合法有效的遗嘱： 

1、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遗嘱人所立的遗嘱必须是其真实的意思表

示； 

3、遗嘱人对遗嘱所处分的财产有处分权； 

4、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遗嘱人以打印方式立的遗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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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遗产已经在民法典

施行前处理完毕的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

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

注明年、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

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

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富豪离世留下巨额遗产！前妻反对分配？法院：这样立遗嘱无效 

2022-06-30  上海法治报 

https://mp.weixin.qq.com/s/Tqw-JGkCYDual--eTlfB2w 

千万级“大平层”豪宅 2 套、百万级房产数

套、豪车 2 辆、银行存款 800 余万元……这是杭

州的张先生在离世后留下的一笔遗产。 

然而家人们对于这笔遗产的继承问题产生了

分歧，前妻子女要求共同继承父亲的遗产，现任

妻子却拿出一份遗嘱称要分走遗产中的绝大部分。

事实究竟如何？法院最终又会如何判决？ 

丈夫因癌症离世，第二任妻子手持遗嘱分配

巨额遗产，前妻子女不服。 

张先生的第一段婚姻开始于 2003年，婚后生

下了张强、张倩一对子女。2012年，因感情破裂，

张先生和前妻协议离婚，约定子女均由前妻抚养。 

2017 年，张先生与现任妻子赵温柔结了婚，

双方未生育子女，可惜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

张先生因患晚期癌症，经医治无效死亡。张先生

离世后，前妻找到赵温柔，要求由子女张倩、张强

和赵温柔共同继承张先生的遗产。张先生经商多

年，在当地小有名气，积累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名下有千万级“大平层”豪宅 2 套、百万级房产

数套、豪车 2 辆、银行存款 800 余万元等。可赵

温柔却拿出了一份打印遗嘱，上面写着，除了和

前妻离婚协议中约定好的那些房产、现金由张倩、

张强继承，其他所有财产均由赵温柔继承。打印

遗嘱上还写着这样一段话： 

“本人在订立本遗嘱期间，神智清醒且订立

该遗嘱时未受到任何胁迫、欺诈，上述遗嘱系本

人自愿作出，本人其他亲属或任何第三人均不得

以任何理由对继承人继承的财产及权益作出任何

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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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前妻仍然觉得遗嘱有问题：张先生

于 2020年 2月死亡，这份遗嘱的落款日期为 2020

年 1 月底。前妻认为，遗嘱落款时间为张先生死

亡前几天，当时张先生已神志不清，无法出具遗

嘱。此外，前妻多次要求赵温柔出示立遗嘱时的

录音录像，赵温柔均未出示。双方久争不决，张倩、

张强便将继母赵温柔诉至法院。 

法院：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判决

该打印遗嘱无效。 

那么，这份打印遗嘱是否存在问题？前妻子

女要求法院确认遗嘱无效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富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做出判决法官认

为：首先，从形式上看，该遗嘱第一页至第三页均

无遗嘱人张先生签名，也无其他任何人员签名。

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打印遗嘱的遗嘱人和

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因此，该打印遗嘱形式的确不符合法律规定。此

外，《民法典》还要求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

关系的人不得作为见证人。而这份遗嘱中的见证

人之一是曾向张先生与赵温柔借款的王武，王武

属于夫妻二人的“债务人”，事实上与赵温柔有

利害关系。

探讨|祖父母可否以遗嘱方式将不动产留给孙子女 

原创：2022-07-15   中国不动产官微 刁其怀 

https://mp.weixin.qq.com/s/wyjsRUrhqd62LGgGKHlfuQ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乏有很多祖父母因非常

疼爱自己的孙子女，或是基于其他原因，提前就

立好遗嘱，将其所有的不动产留给孙子女，并办

理了遗嘱公证。那么问题来了，祖父母去世后，孙

子女持祖父母的公证遗嘱文书可以办理不动产过

户登记吗？ 

不动产能否隔代继承 

遗嘱继承。又称指定继承，是法定继承的对

称，是指被继承人生前通过立遗嘱的形式确定其

个人财产在其死亡后的继承人及分配的法律制度。

《民法典》第 1133条第 2款规定：“自然人可以

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

者数人继承。”根据该条规定，遗嘱继承人必须

是法定继承人范围内的人，遗嘱继承中，根据财

产所有人的生前意愿，遗嘱继承人既可以是法定

继承人中的一人，也可以是法定继承人中的若干

人。哪些法定继承人能够继承遗产，这要取决于

遗嘱的内容。 

法定继承。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

继承顺序及遗产分配原则进行遗产继承的一种继

承方式。那么，孙子女是否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

围呢？《民法典》第 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

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

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

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

女。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

关系的继父母。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

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民法

典》第 1129条又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

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

顺序继承人。” 

综上所述，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及继承顺序是：

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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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

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

继承人继承；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

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可见，孙子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畴，孙子女不

能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取得祖父母留下的不动产。 

不动产隔代遗赠的法律性质 

《民法典》第 1133条第 3款规定：“自然人

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

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根据该条规定，祖父

母可以通过遗嘱的形式将不动产赠与法定继承人

以外的孙子女，此种方式即为遗赠。遗赠是指遗

嘱人采用遗嘱的形式，将其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或

全部赠给国家、集体组织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

他人的民事法律行为。遗赠与遗嘱继承有以下 3

点区别。 

受让主体不同。遗赠的受让人必须是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自然人，或国家及其他社会组织。而

遗嘱继承中的受让人，即继承人必须在法定继承

人范围内，且必须是自然人。 

客体范围不同。受遗赠人享有接受遗赠的权

利，通常不需要承担清偿遗赠人债务的义务。这

是因为遗赠人负有债务和欠税的，应当先清偿税

款和债务后有剩余的，受遗赠人才能取得受遗赠

的财产。如果遗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受遗赠人

无权接受遗赠。由于清偿税款和债务发生在受遗

赠之前，所以受遗赠人本身没有清偿税款和债务

的义务。不过，按照《民法典》第 1144条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继承编的解释（一）》第 29条的规定，遗赠人有

权附义务将个人财产赠与他人，受遗赠人须履行

所附的义务，才能取得遗赠的财产。 

在遗嘱继承中，按照《民法典》1161条的规

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

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

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可见，在指向的客体范围

上，遗赠和遗嘱继承不同。 

权利的接受和行使方式不同。《民法典》1124

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

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

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遗赠人应当在知

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

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可

见，受遗赠人只有依法在法定期间（知道受遗赠

后六十日）内明确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时才视为

接受，否则视为放弃遗赠。而遗嘱继承人在继承

开始后、遗产分割处理前，以书面形式明确作出

放弃继承的表示才能有效，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

继承。 

物权变动的方式不同。在遗嘱继承中，“继承

开始”属于法律事实中的事件。而继承引起的物

权变动，则属于基于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

物权变动，不以登记或者交付为物权变动的生效

要件，而是在继承开始之时，继承人当然就取得

了所继承遗产的物权。继承开始时，就是指被继

承人死亡的时候。而遗赠属于法律行为，受遗赠

取得物权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受遗赠

人还有一个是否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如果受遗

赠人不接受遗赠，遗赠就未生效。既然受遗赠属

于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那么通过受遗

赠取得不动产物权就应当完成不动产登记，而通

过受遗赠取得的动产物权就应当完成交付。《民

法典》第 230 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

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这一规定删除了原《物

权法》中因受遗赠物权发生变动时间的内容（原

《物权法》第 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

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按照《民法典》新规，受遗赠物权的变动生效时间

不是继承开始之时，而是在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

付完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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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孙子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不

能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取得祖父母的遗产。祖父

母通过遗嘱形式将不动产留给孙子女的，是为遗

赠，而非遗嘱继承。孙子女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

六十日内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并进行登记，到期

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并按法定继承办

理。这有可能违背了祖父母将不动产留给孙子女

的意愿。民事活动虽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但应当

遵从法律的规定，实际上，祖父母将不动产留给

孙子女的方式有很多，可以通过买卖、赠与等多

种方式达到此目的。

继承纠纷，能在养老院所在地法院起诉吗？ 

原创：2022-07-19    北京海淀法院 胡美青 

https://mp.weixin.qq.com/s/Lvnbg70DYpjVA51Kb3q0Pw 

养老院是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当

今，许多老年人会在养老院度过晚年生活。那么，

如果被继承人生前居住于养老院的，养老院所在

地是否可以认定为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呢，从

而在养老院所在地提起继承纠纷诉讼？ 

案 情 简 介 

2020年，因为子女无暇照料，刘女士在老伴

去世后被送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夕阳红”

（化名）养老院安度晚年。两年后，刘女士在夕阳

红养老院内去世。生前，刘女士曾留有遗嘱，声明

将名下位于昌平区的房屋由两名子女各继承一半。

刘女士生前户籍地也位于昌平区。 

刘女士去世后，两民子女因房产继承发生纠

纷。因认为该养老院所在地海淀区为刘女士死亡

时住所地，刘女士的女儿以继承纠纷为由，向海

淀法院提交了起诉材料。 

海淀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刘女士的女儿提

供了由夕阳红养老院出具的被继承人刘女士生前

居住证明，显示刘女士自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1月止一直在该养老院居住。该养老院可以认定为

刘女士死亡时住所地，海淀法院有管辖权，最终

依法受理此案。 

法 官 说 法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

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

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

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

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上面的

案例中，养老院并非就医地，被继承人刘女士生

前在养老院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养老院所在地海

淀区应认定为被继承人刘女士死亡时住所地，因

此，海淀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论独生子女继承权的实现路径及完善 

原创：2022-07-20  丹棱论坛  王媛媛 周宇蕾 

https://mp.weixin.qq.com/s/d1aD8FV29-G8av5jpRBv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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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庞大，司法实践中，独

生子女继承权的实现仍存在多重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以此为背景，第一部分分析当前独生子女实

现继承权的两种途径；第二部分分析独生子女在

继承父母遗产时出现的问题与障碍；第三部分针

对上述问题与障碍提出建议，如增设确认唯一合

法继承人身份的特别程序、公证机构担任遗嘱执

行人、遗产管理人等，以期完善立法，解决当前独

生子女实现继承权的困境。 

因历史政策、经济发展及生育观念等多重因

素影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庞大，根据最新

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独生子女人口为 2.246

亿。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无法继承父母遗产的

网络文章将独生子女继承权的问题推向高潮，引

起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在实践中，独生子女继

承权的实现仍存在多重问题亟待解决。 

一、独生子女继承权当前实现的途径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财富

收入日渐增多，财产来源及形态逐渐呈现出多元

化、复杂化态势。独生子女如果不能完全掌握父

母生前财产的情况，一旦父母突然去世或者父母

未留遗嘱的情况出现，他们将面临父母遗产难以

查明、遗产权属变更不畅、通过诉讼实现继承权

时无人可诉等诸多困境。涉及父母遗产在第三方

机构处的情况，如存款在银行，如果独生子女持

已故父母的身份证、银行卡或者存折、账户密码，

独生子女完全可以到银行提取存款；但是如果独

生子女不知道已故父母的账户密码，银行一般会

以“遗产在继承开始后实际分割前，属于所有继

承人共同共有状态，无法确认继承人属于唯一继

承人”为由拒绝办理。另外，在父母遗产需办理

权属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如房产，如果独生子女

无法证明自己是房屋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则房屋

管理登记部门无法直接为其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

续。 

当前，独生子女继承权的主要实现路径： 

（一）独生子女通过公证实现继承权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

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

明的活动。我国《公证法》第十一条规定：“根据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公证机构办

理下列公证事项：（一）合同；（二）继承……”，

因此，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继承

人可以选择通过公证的途径实现继承权。就公证

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第十条规定：“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

举证证明：（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

除外。”时任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林文

学曾指出：“协议公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

效力。”实践中，公证的效力也被广泛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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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

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应向

当地公证处（尚未设立公证处的地方向县、市法

院）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银行凭此办理过户

或支付手续。”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

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第一条规定，“继承

房产，应当持公证机关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和房

产所有权证、契证到房地产管理机关办理房产所

有权转移登记手续。” 

（二）独生子女通过诉讼实现继承权 

笔者在“法信”软件中输入关键词“独生子

女继承”，显示两高发布权威案例数量为 17 件，

其中仅有两件案例涉及独生子女继承权问题，一

件是刘某诉某银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该案中

独生子女要求确认父母在银行的存款遗产由其继

承所有。另外一件为魏某、陈某诉微博电器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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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资格确认纠纷，该案中独生子魏某与母亲陈某

要求确认父亲在微博电器厂的股权由其继承所有。 

笔者将关键词更换为“遗产继承”，裁判文

书数量显示为 673 件。选取前 100 件，其中一审

判决书数量为 13件，涉及独生子女要求继承遗产

的案件有 3 件：第一件为被继承人的配偶起诉被

继承人的独生子和被继承人的母亲；第二件为被

继承人的父亲起诉被继承人的独生子和被继承人

的配偶；第三件为被继承人的独生女起诉被继承

人的父母。上述 3 件案例均为被继承人第一顺位

继承人之间相互起诉要求继承遗产的情形，并非

父母均去世后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继承人的情形。 

笔者搜索相关行政诉讼，在北京市第一中级

法院于 2017 年二审审结的张某诉北京市某区人

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北京市某区某镇人民政

府履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纠纷一案中，被继

承人房屋被政府征收，去世后仍有补偿安置房未

交付，独生子女在无法顺利继承房屋的情况下，

对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办公室提起了行政诉讼。 

综上，当前实践中独生子女实现继承权的诉

讼主要有以下几类：（1）独生子女将遗产保管或

存储机构（如银行、证券机构等）列为被告，提起

确权之诉。在独生子女能够证明自己是遗产的唯

一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法院判决确认遗产归属

独生子女所有，遗产保管或存储机构协助独生子

女办理遗产权属变更手续；（2）独生子女将被继

承人的其他继承人列为被告，提起遗产继承之诉；

（3）独生子女将相关行政机关（如人民政府、房

管局等）列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在独生子女能

够证明自己是遗产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其

也可能通过行政诉讼实现继承权。 

二、独生子女继承权实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障

碍 

（一）独生子女拟通过公证途径实现继承权

时存在的问题及障碍 

通过公证途径实现继承权，首先需要明确知

悉被继承人遗产的详细信息，比如房产信息（登

记权利人、登记时间、房产证编号、房产地址等）、

存款的账户信息（户名、开户行、卡号、开户地址、

账户密码等）、车辆信息（登记权利人、登记时间、

车牌号等）。其次，需要提供被继承人及继承人身

份及亲属关系的相关证明。如死亡证明、财产凭

证、被继承人身份证明、全部继承人的身份证明

及亲属关系证明等。在经公证机构审查后确认所

有材料均齐备的情况下，公证机构才能向独生子

女出具公证书；一旦缺失任意一项材料导致遗产

信息不明，或者独生子女无法提供证明其为唯一

合法继承人的证据，公证机构均不予出具公证书。 

（二）独生子女拟通过诉讼途径实现继承权

时存在的问题及障碍 

1、我国当前没有专门关于独生子女继承权实

现的特殊立法或者特别程序。 

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第一顺序遗产继

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在民法典草案编撰过

程中，刘修文委员曾提出，“草案将父母列为第

一顺序继承人，有可能违背被继承人意愿，使遗

产向旁系流转。这不符合遗产向下流转的一般规

律。”他建议将父母列为第二顺位继承人，并通

过必留份制度，为父母提供特定生活财产保障。

该提议有效保障了独生子女的继承权，也减少了

独生子女在继承父母遗产过程中的遇到的障碍和

困境。继承编草案第 9 条曾经采纳了父母为第二

顺序法定继承人的意见。然而最终颁布的民法典

并未将父母列为第二顺位继承人，亦未就关于独

生子女继承权实现设立特别程序。 

2、独生子女为唯一继承人且为未成年人时，

无独立参加诉讼的行为能力。未满 16周岁，或者

已满 16 周岁未满 18 周岁，无法证明以自己的劳

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独生子女，因为不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诉讼行为能力，在法律上不

具备自行提起诉讼的能力。根据现行法律规定，

未成年独生子女拟提起继承诉讼之前首先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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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未成年独生子女可在其监护人的监护下

以原告的身份提起继承之诉。然而鉴于未成年人

认知及行为能力较弱，存在非父母监护人消极诉

讼、随意处分遗产的可能性，有损害未成年子女

合法权益的风险。 

3、独生子女为唯一继承人时，提起民事诉讼

无有效适格的被告。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提起民事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在独生子女父

母去世未留遗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应以其他第

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提起法定继承之诉；或

者如果父母遗产留存在第三方处，独生子女可选

择起诉第三方机构要求确认遗产权属。但是在独

生子女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及外祖母均先于其

父母死亡的情况下，那么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继

承人仅剩独生子女一人，此时，独生子女作为唯

一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会陷入无人可诉的困

境。司法实践中出现独生子女以法定继承纠纷为

由起诉非同顺序继承人或远房亲戚，要求继承父

母遗产的案件，该类诉讼因不存在实质上的争议

及纠纷，应属被告不适格，根据法律规定该起诉

不符合案件受理的条件，法院一般不予立案或裁

定驳回起诉。 

4、独生子女唯一继承人的身份确认存在困难。

比较常见的确认独生子女身份的证据有：（1）独

生子女证，该证件是被继承人家庭基于独生子女

的出生而申领取得，但实践中被继承人家庭如果

再生育子女，该证件并不会被强制回收作废，故

单独持有独生子女证并不能保证被继承人仅有一

个子女，一般还需要其他证据佐证证明。（2）户

籍证明，如果被继承人不同子女未在同一派出所

进行户籍登记的情况下，即便派出所能开具户籍

证明，也只是开具同一户籍地的亲属关系证明，

证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无法证明被

继承人是否还有其他子女。（3）单位人事档案，

在档案不实、错误记载，或实际信息填报滞后的

情况下，亦无法证明独生子女的“唯一性”。（4）

村委会及居委会证明，该类证明在不符合民事证

据形式要求的情况下一般也不会被采信。另外，

在被继承人未留遗嘱且未办理遗产公证的情况下，

当独生子女成为唯一第一顺位继承人时，往往因

年代久远，其难以提供被继承人的父母先于被继

承人死亡的相关证据。 

5、独生子女单方提交的证据真实性难以确认。

以独生子女单方提交的被继承人的遗嘱为例，一

方面，因为当事人提交的代书遗嘱或自书遗嘱大

多无同步录音、录像予以佐证，多仅有书面遗嘱

材料，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的真实情况无法还原。

另一方面，被继承人立遗嘱时是否具备民事行为

能力难以判定。如果进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需

依据记载老人当时精神状态的诸如病历材料等开

展，此类鉴定多会因参考材料不足等理由终止，

无法得出明确的意见。再次，如果是代书遗嘱，代

书人、见证人的资格及陈述认定存在难点。司法

实践中代书人、见证人大多可出庭陈述立遗嘱时

的相关情况，但代书人、见证人与被继承人或继

承人如果存在利害关系，或者代书人、见证人对

立遗嘱时情况的陈述存在矛盾不清晰之处，遗嘱

的真实性及效力即会难以认定。我国继承法规定

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做见证人，但实际

生活中见证人多系被继承人亲属、同事、邻居、朋

友等与其或与继承人关系较为密切的人，难以完

全保证见证的客观真实性，但因与继承人亲疏远

近等人际关系难以客观证明，导致难以准确界定

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进而影响见证人资格认

定乃至遗嘱的真实性及效力。 

三、保障独生子女继承权实现的制度构建 

（一）完善立法，增设确认唯一合法继承人

身份的特别程序 

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适用于非民事权益争

议案件的审理，也就是非诉事件，不适用于审理

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一般而言，非诉事件是指国

家为保护人民私法上的权益，对私权关系的创设、

变更、消灭，依申请或职权为必要干预的事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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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预防日后发生争议，以维护社会安定。”

非诉事件的特征是没有对立的当事人就实质问题

发生讼争，公益性较浓厚，特需法官广泛的裁量

权，程序上需要简易、迅速，具有继续性等。这些

特征能把非讼事件与诉讼事件明显区分开来，成

为界定非讼事件的重要标准。 

各国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划分的标准和种

类各不相同。适用的案件有两类：一类是选民资

格案件，另一类是非讼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

规定的特别程序包括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

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

能力案件、认定财产无主的案件。从本文第二部

分对独生子女作为唯一合法继承人实现继承权存

在的问题及障碍的分析可知，独生子女为唯一合

法继承人继承父母遗产的情况完全符合“没有对

立的当事人就实质问题发生讼争”非诉事件的特

征，属于确认独生子女与被继承人之间的身份关

系及认定遗产权属的问题，涉及独生子女继承人

的切身利益，在程序上应有特殊规定，应当区别

于一般诉讼程序。鉴于此，笔者建议在我国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中增设确认独生子女为唯

一合法继承人身份的特别程序，该特别程序的设

立具有合理性及可行性。独生子女通过向被继承

人住所地的基层法院提出确认身份的申请，并提

交申请书。申请书上应当写明请求，被继承人的

基本情况，并附有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户籍证

明等证明材料。申请法院对其唯一合法继承人的

身份进行确认。 

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后，因为独生子女身份的

特殊性，就确认其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而言，

可设置继承人确认公示公告程序，对独生子女提

交的申请及证据进行公示公告。该程序相较于民

事诉讼法中的一般诉讼程序而言，解决了独生子

女在继承案件中无人可诉及对被继承人财产状况

不明的问题。 

1.公示公告的方式。 

法院受理继承人确认案件 30 日内，应当将案

件相关信息以刊登在法院报、同时登载于法院网

等方式进行公示公告，督促其他继承人在一定的

期限内申报权利。 

2.公示公告的内容。 

首先，可发布统一制式的《继承人确认案件信

息表》（见附表 1），将被继承人姓名、已知的继

承人姓名、被继承人及继承人的籍贯、被继承人

去世时间等信息予以公示公告，以便在确有其他

继承人存在的情况下，其他继承人可根据有效信

息及时申报权利。另外，出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的考虑，可不公布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公民身份

号码，其他继承人如想进一步确认案件及被继承

人信息，可与承办法官取得联系获取相关资料。 

其次，如前所述，鉴于独生子女单方提交的确

认其为唯一继承人的相关证据有与客观事实不符

的风险，可同时将继承人提交的证据清单予以公

示公告。证据清单应当包含证据名称、证据来源

以及证明目的等，其他继承人可通过证据来源及

证明目的了解相关信息，如果其他继承人持有相

反证据反驳现有证据的，可及时向承办法官提交。

同时，仅公示证据清单而不公示具体证据内容，

亦是出于保护公民个人隐私的考虑。 

附表 1： 

 

3.公示公告的期限。为确保其他继承人能在

一定期间内获取到案件信息，及时申报权利，该

期限不宜设置过短。同时，为保障独生子女继承

权的实现，该期限亦不宜设置过长。笔者建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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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公告程序可设定公示公告期为 90日，其他继

承人可在该期限内向法院提供证据、申报权利。 

4.审理程序。公示公告期满后，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提出异议，法院则可以根据独生子女的申请

及证据，决定采取书面审理或开庭审理的方式，

最终做出确认或不予确认独生子女为唯一合法继

承人身份的民事判决书。该特别程序应为一审终

审，民事判决书向申请人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

力。 

5.更新升级现有的“裁判文书数据库”，裁

判文书生效情况可公开查询。当前，符合公开上

网条件的法院裁判文书均可通过网络查询，但是

该裁判文书是否生效并不会同时公布。即使当事

人持裁判文书原件去房管局、车管所等机构办理

权属变更时，仍需法院就该裁判文书出具“生效

证明书”。笔者建议在现有的“裁判文书数据库”

中导入裁判文书生效信息，通过该数据库查询到

的裁判文书，同时可以查看“文书是否生效”、

“生效信息”；查询到一审裁判文书的同时，应

当链接查询到全部与该裁判文书相关的二审、再

审裁判文书。基于此，独生子女继承人可以持法

院出具的生效民事判决书，到相应机构办理遗产

查询或者权属变更手续，相应机构可直接在“裁

判文书数据库”中查询该民事判决书是否生效，

并根据生效民事判决书直接确认独生子女的继承

人身份，赋予其直接查询父母财产的权利，不应

再以“非财产所有人或登记权利人等”为由，为

继承人查询或继承财产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6.继承人虚假陈述时的救济途径。对于其他

继承人而言，如果申请人并非唯一的遗产继承人，

而法院基于申请人的虚假陈述及举证作出了错误

的裁判，导致虚假陈述的申请人以唯一继承人的

身份占有遗产，否定了其他继承人的继承权，此

时，应当赋予其他继承人救济权利，以保障其合

法的继承权。第一，其他继承人可以对错误的继

承人确认之诉提起再审，通过再审程序否定虚假

陈述申请人的“唯一继承人”身份。再审判决撤

销原判的，法院应立即将再审判决导入“裁判文

书数据库”，同时更新原裁判文书的生效状态，

避免虚假陈述申请人持错误的“生效判决书”转

移遗产。第二，如果虚假陈述的申请人尚未处分

遗产，其他继承人可在提起再审的同时，提起继

承之诉。为了避免遗产被转移或处分，其他继承

人还可同时提起诉前或诉中保全申请。根据虚假

陈述继承人行为的严重程度，法院在判决分割遗

产时，可酌情考虑对该继承人少分配遗产。第三，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继承权的应当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虚假陈述的申请人已

经处分遗产，遗产已转化为其他财产权益，依据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其他继承人还可通过侵权之

诉向侵权人主张权利。 

对于申请人而言，其虚假陈述及举证的行为

应属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法院可以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其课以罚款、司法拘留等。如果因

为独生子女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导致法院做出

错误裁判，严重妨害司法公信力和判决权威性，

该行为已满足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的，应当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公证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参与遗产

管理的制度设计 

1.国外经验借鉴及该制度本土移植的可行性。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编撰过程中，曾有人提出增

设遗产管理制度。在独生子女作为唯一继承人的

案件中，在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分割前，遗产处

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确立遗产管理人制度尤为重

要。《法国民法典》在遗产继承与分割的制度设计

上，法官处理有争议的遗产继承与分割，公证人

处理无争议的遗产继承与分割。在法国，公证人

要负责处理遗产继承的全部事务。遗产继承是法

国公证人必须表现出其组织能力的领域。公证人

对遗产继承的解决进行方法学的研究，这种解决

要经过一系列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可以合理地

安排好的。与《法国民法典》的公证处理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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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类似，《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在遗产处理的制度

设计上也采用了公证机构处理模式。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国情，可以选择性地借鉴

法国及俄罗斯的经验，在部分无争议的继承事务

中，由公证机构担任遗嘱执行人，或担任遗产管

理人，参与遗产管理。第一，公证机构是具有公益

性、非营利性、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

的事业法人，保证了公证机构的中立性；第二，公

证机构负责人及公证员的选任具有严格性、专业

性。首先，公证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具有三年以上

执业经历的公证员；其次，公证员需要具备专业

的法律知识：一方面需要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另

一方面需要在公证机构实习二年以上或者具有三

年以上其他法律职业经历并在公证机构实习一年

以上，经考核合格；另外，具有高级职称从事法学

教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或者已经离开原工作岗

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从事审判、检察、法治工

作、法律服务满十年的公务员、律师，经考核合格

的，也可以担任公证员。第三，保障性措施完善，

有足够的赔偿能力。公证机构设立后，应当依照

《公证法》的规定建立业务、财务、资产等管理制

度，对公证员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建立执业过

错责任追究制度。另外，公证机构还参加公证执

业责任保险。换言之，公证系统建立了公证赔偿

基金以及公证赔偿保险体系，公证员在执业时也

需要缴纳公证质量保证金，即便因公证机构及其

公证员的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

造成损失的，公证机构也有足够的赔偿能力。第

四，《公证法》对违规操作的公证机构及公证员有

严格的处罚措施。轻则给予警告，重则停止执业，

吊销公证员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2.公证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参与遗产管理

的制度设计。第一，在被继承人留有公证遗嘱的

情况下，申请人可选择由公证机构担任遗嘱执行

人。在被继承人申请办理遗嘱公证时，可同时选

择由公证机构担任遗嘱执行人。作此选择的情况

下，继承人及被继承人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应当

同时到场办理，由公证机构核验继承人及被继承

人的身份、财产真实状况、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

等。必要时，公证机构可要求继承人及被继承人

签署保证如实陈述及举证的《诚信承诺书》（附表

2）。最终，在对申请人身份、遗嘱及财产情况核

验属实的情况下，申请人可与公证机构共同签署

《××公证机构担任××遗嘱执行人的授权委托

书》（附表 3）。当继承发生时，继承人可直接申

请由接受委托的公证机构协助执行公证遗嘱。 

附表 2： 

 

附表 3： 

 

第二，在被继承人未留遗嘱且仅有一名继承

人的情况下，公证机构可与其他单位共建公民个

人财产数据共享平台，协助独生子女继承人查询

遗产。为突破独生子女继承人自行查询遗产线索

困难的瓶颈，公证机构可与不动产登记部门、金

融机构、民政部门等单位共同建立起覆盖全国的

公民个人财产数据共享平台，或者由相关部门对

公证机构开通数据查询绿色通道。公证机构在对

继承人及被继承人身份核验属实的情况下，如果

独生子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遗产信息不明，公证

机构可以协助其查询被继承人的遗产线索。笔者

建议，公证机构协助查询遗产线索目前应当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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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被继承人仅有一名继承人的情形。在存在多个

继承人、多个继承人均持有遗嘱、或多个继承人

之间对遗产继承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为避免部分

继承人利用遗产查询结果恶意转移、处分遗产，

部分继承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继承人利益等，不

应由公证机构直接协助多个继承人查询被继承人

遗产线索。多个继承人仍应通过自行查询、和解、

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等其他途径掌握被继承人遗产

信息。 

第三，由公证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参与遗产

管理。遗产管理，是指对被继承人的遗产进行保

存和管理的制度。基于公证机构的中立性、专业

性，以及合法合规审查的严格性，使得由公证机

构担任遗产管理人，参与遗产管理制度具有实践

可行性。首先，公证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范围，由被继承人或法院确定，一般包括：遗产清

点及登记；遗产状态监管；必要情况下采取保护

遗产的处分措施；遗产管理结束时向继承人移交

遗产等。其次，被继承人可以通过遗嘱指定公证

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在公证机构担任遗嘱执行

人的情况下，被继承人可同时指定其为遗产管理

人，也可另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最后，在法院通过

特别程序确认独生子女为唯一继承人的情况下，

如独生子女继承人为未成年人，根据案件具体情

况和处置遗产的需要，法院也可直接指定或通过

摇号的方式，确定由公证机构担任未成年子女的

遗产管理人，参与遗产管理，避免非父母监护人

随意处分遗产，损害独生子女的合法权益。法院

应当同时指定公证机构遗产管理的时限，待独生

子女继承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时结束遗产管理，

由独生子女继承人自行处分遗产。 

结 语 

司法实践中，独生子女继承权实现步履维艰，

现行法律法规明显滞后，诸多问题亟待解决。笔

者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增设

确认唯一合法继承人身份的特别程序，构建由公

证机构担任遗嘱执行人及遗产管理人的制度，并

提出建设性实践操作意见，以期完善立法，保障

独生子女的合法权益。 

 

王媛媛 

北京海淀法院第三速裁团队审判员 

 

周宇蕾 

北京海淀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 

照顾父母的成年子女可以多分遗产吗？遗嘱自由的边界如何？—英格兰-

威尔士及爱尔兰法律下的差异化 

2022-07-24 意定之爱  布莱恩·斯隆 

https://mp.weixin.qq.com/s/MdycmetiYMD6mCcKUrFx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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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英格兰—威尔士及爱尔兰

的遗嘱自由与照顾父母的成年子女》。本文

摘录自法律出版社 2017年 1月出版的《欧洲婚姻

财产法的未来》，该书由樊丽君（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教授、法学学科带头人、法学与知识产

权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法学博士）

编译。本文作者布莱恩·斯隆是英格兰与威尔

士，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鲍勃亚历山大学院法律

讲师 。本文译者为张敏，是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

学院副教授。本篇推送未添加原文的注释，如需

查阅，请参阅《欧洲婚姻财产法的未来》一书。 

一、序言 

按照英国继承法的默认规则，英国人完全有

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身后的财产归属作出安排。

然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其他英美法系的司

法管辖地区，家庭福利法的规定对这一原则形成

了很大冲击。依据家庭福利法，如果死者遗嘱以

及/或默认的无遗嘱死亡的继承制度未能给申请

者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助 ( provision), 家庭成

员以及未成年人可以申请从死者的遗产中酌情获

得。 

本文将讨论在英格兰—威尔士以及爱尔兰共

和国这两个欧洲司法管辖区内，曾经照顾过其已

故父母的成年子女所提出的家庭经济补助请求权

问题。这一问题与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存在高度

关联性。首先，这一问题将从总体上质疑家庭福

利法以及继承法的目标，因为当父母去世时，人

们需要经济补助的可能性可能相对较小。其次，

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情况，从总体上增加了人们对

长期照顾的需求，从 而将国家是否鼓励以及如何

鼓励家庭成员，包括子女，为老人提供非社会化

养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本文首先讨论继承法的目标，探讨在何种程

度上，继承法能够对非社会化养老作出回馈，并

给予支持或鼓励。在简要总结英格兰—威尔士以

及爱尔兰共和国的继承法之后，本文将考量在上

述法律司法管辖区内，在成年子女家庭经济补助

请求权形成中其照顾父母的行为所占的比重。本

文最后论述了在上述司法管辖区内， 在子女经济

补助请求权的形成中，提高其照顾行为所占比重

的必要性，以及对相关法律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二、继承法的目标 

本节探讨继承法的目标，评估在何种程度上，

继承法能够并应该回馈、支持或鼓励非正式照顾。

波尔图对继承法的目标做了这样的概括： 

……考虑个人的意愿……保护家庭与家庭安

全……通过平均分享财富来（保护）社会福利。 

上述继承法的各个目标相互之间存在矛盾，

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中，在相关制度的设计中对继

承法的各个目标所给予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

包括洛克和格罗特斯等学者，一方面接受自然法

遗嘱自由的理念，也同时承认子女享有继承父母

财产的自然权利。 

目前，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对于照顾本身

的承认基本无助于实现上述任何一个目标。继承

法的理念本身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即使波尔图的

理念得到人们的支持，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扩展继

承法的目标，提供为照顾人提供经济补助的法律

依据。本文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 

（一）实现死者的意愿 

在有些情况中，为照顾人提供经济补助实际

上可能是死者真实意愿的反映。国家消费者委员

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仅有 36% 的

人订立了遗嘱。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绝大多数

人都不立遗嘱的情况下，给予照顾人经济补助可

能在多数情况下是死者的真实意愿。在已经订立

遗嘱的情形中，立遗嘱人大多依照受益人与死者

关系的顺位， 即受益者人的身份类别来分配遗产。

通常情况下， 较少具体考量死者与每个受益人的

个人关系状况如何。研究表明，有些被调查者不

支持将照顾与继承合并处理，当然也有研究提出

了与此相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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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尊重死者的意愿，可能会导致人们认

为只有在被照顾人作出承诺，照顾人亦依赖这个

承诺时，法律才应该给予照护人经济补助。在很

多普通法国家的法律制度中，财产禁反言的公平

原则提供了一种法律机制，使人们可以在继承法

之外实现死者所作的口头承诺， 在新西兰存在专

门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下文将讨论承诺在家

庭经济补助主张中所占的分量。 

应该明确的讨论前提是，在考虑经济补助主

张时，人们通常会考虑死者的意愿，但是他们的

意愿与经济补助的主张并非总是存在特别的相关

性。如果社会出于一定目的有推翻死者意愿的意

向，那么承认照顾人的贡献就应该是继承法的目

标之一。 

（二）家庭保护与家庭安全 

对波尔图的第 2 条依据，我们有理由认为，

对死者临终之前的照护促进了家庭保护与家庭安

全。因此，适用家庭扶养法规来支持或回馈照顾

人就应该是合乎法律精神的。 

然而，必须承认，从家庭保护和家庭安全的角

度考虑，另一个貌似更加合理的观点可能对享有

继承期待权的人更为有利，可能是配偶、子女或

其他人。马丁于 1985 年发表观点，认为死者的

子女对其父母的财产在伦理上享有权利，无论他

们是否存在经济上需求。弗洛里克更是声称，人

类“先天倾向于给我们的子女留下我们的基因与

文化遗产”。此外，家庭成员应该继承死者的财

产的假定也体现在无遗嘱继承规则以及立遗嘱人

的行为中。 

有关继承权的争论，在法律规定特定亲属获

得遗产固定份额的地区影响更大。尽管如此，即

使在实行遗产份额制的德国，照顾也已得到了认

可。此外，在苏格兰， 无论遗嘱如何规定，子女

都有权主张获得与父母遗产固定份额相当的一笔

钱，苏格兰的法律委员会新提出了法律改革的两

项建议，其中一项改革的目标是要限制未成年子

女的继承权。 

从普通法的层面来看，波尔图和博科斯基认

为“剥夺子女继承权显而易见存在对子女造成巨

大伤害的潜在危险”。在如果死者依然在世、有

责任养育未成年幼子的情形下，这一点更是毫无

疑问。但人的寿命在不断延长，父母更期望子女

实现经济独立，而不是依赖继承父母的遗产。从

历史上看，继承人从遗产中获得不适当利益的潜

在危害，一直被援引为限制立遗嘱分配财产的自

由、限制继承权的理由。布莱克斯通坚持认为 ， 

遗嘱制度的导入，是继承人 ”不顺从并任性、自

以为是“现象普遍化的结果。由此， 仅仅因为具

有父母子女身份关系就享有遗产继承权， 法院也

仅仅以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为依据，考虑成年子女

的家庭经济补助的主张，这些情形都受到了人们

的合理质疑。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配偶、民事伴

侣以及未婚同居者。 

因此，继承法未必应当完全仅仅基于家庭关

系就赋予当事人的继承期待以效力。罗林森和麦

克凯在英国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遗产继承

的期待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并不普遍，尽管在期

待获得遗赠的人中，有 90% 的人表示期待父母能

够把财产留给他们。 

在遗产分配中如果降低了身份权的效力，就

会从伦理上降低子女获得父母遗产的权利，从而

有利于照顾人。雷德观察到，在苏格兰，通常认为

父母对提供非正式照顾的子女具有责任，这是为

家庭成员保留遗产固定份额的潜在理由，雷德也

承认通常照护责任只是由有限的几个家庭成员分

担。这意味着只有那些确实提供了照顾的家庭成

员有继承权，或者至少增强了这些照顾人的继承

权。同时，与之相应的对成年子女经济独立的要

求，则不利于那些实际照顾了父母的子女。 

对于针对仅仅基于身份关系的成年人获得经

济补助的质疑，能够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劳动（包

括照顾者）得到经济补偿是符合继承法的目的的。

在倡导对遗嘱承诺进行法律改革的国家中，新西

兰法律委员会已经通过书面形式表示，有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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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的目的在于供养家庭成员，有的经济补助的

目的在于“对死者理应支付的重要服务进行回报

" , 两个目的不应相互混淆。 

（三）社会福利 

最后，笔者认为非正式照顾如能得到继承法

的支持，将是对社会福利的保护，虽然这样的遗

产处理方式不是波尔图所主张的“财产平均分配” 

的方式。包括法恩曼在内的学者认为，对非正式

养老的支持，对照顾人的支持，并不是共情或者

利他主义的问题，而是对于社会自身的保护。这

一分析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因为它“将基于需求

的权利，改变为基于贡献的权利', 不过这并不能

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继承法为照顾人提供的是最

佳的支持机制。 

欧德海姆对由于私人照顾的缺失对国家造成

的沉重财政负担表示担忧。即将换届的英国政府

在权力交接之际，颁布了旨在提供免费正式照顾

的“国家照顾服务” 政策。从此不难看出，类似

服务的资金渠道来 源不明的现状将会在一段时

间内将继续保持。欧德海姆主张实行“继承优先

权”，让照顾亲属的人享有从其遗产中优先获得

补偿的权利。她认为这一“优先” 概念可和财产

让与以及国家资助的借贷体系相结合，从而为非

正式照顾人提供更及时的激励。欧德海姆宣称包

括她的建议在内的这类私法措施，体现了对照顾

实行“公平交易”的理念，将有助于形成互相依

赖，而不是单向依赖的理念。她也进一步深入论

证了这些措施对于支持和鼓励照护的必要性。 

有些人认为照顾应当基于感情，而不是基于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因而反对她的计划，欧德海

姆对此表示理解。近期关于照顾的报告中，他承

认“无偿照顾人” 的定义是：不是“为了获利而

照顾"，欧德海姆表示这种观点与“经济利益至上

的现代社会”脱节。另外，虽然家庭成员未必期

待获得亲属的遗赠，但有证据显示多数人通过法

律途径表明支持为（自己或他人）正式照顾埋单

卢尽管很多人对他们不得不卖掉房屋以支付所获

得的照顾表示反感。 

如果通过运用私法机制来支待照顾人的合理

性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的承认， 那么继承法

就会被认为是回报照顾人的最佳途径。被照顾人

在死亡时已无财产需求，而且，在被照顾人有生

之年讨论照护回报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照顾

人与被照顾人之间的尴尬，因为司法机制的干预

被减少了。 

运用家庭补助法来支持或补偿照顾人，有可

能遭到那些强调遗嘱自由、主张基于与死者的血

缘或者性关系的伦理权利的人士的反对。另一方

面，继承法这样的作用可能不大符合女权主义学

者关于照护的观点。考虑照顾的机会成本，在照

护者完成照护后再进行回报可能已经太迟。一些

参与伊苏哈拉主持的定性研究的被照顾人已经作

出了这样的选择：＂尝试即时补偿家庭照顾人，

而不是让他们长年累月看护，等到自已死亡时再

回报他们。" 

在出现大规模社会结构性变革从而照顾人能

够获得全面支持之前，通过被照顾人的财产来回

报照顾人，聊胜于无。在这里，争论的焦点在于公

共经济补助与私人经济补助之间如何达成合理的

妥协。如果政策制定者愿意通过法律将死者的财

产重新在与死者相关的人中间进行分配，那么照

顾行为应该属于法律救济的考虑范围 。蒂驰近来

对于英格兰—威尔士家庭福利法继续“把性伴侣

关系置于提供照顾的其他家庭成员之上”提出了

批评。 

然而，讨论回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或应该完

全体现出照顾服务的经济价值并非本章的目的所

在。实际上，为非正式照顾人的救济提供精确的

原则以及具体的救济标准，应该另行著文予以讨

论。基于新西兰法律委员会的“贡献主义”提议

而形成的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我们将在

本文最后一章予以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

意味着，照护人的主张总是一定会优先于其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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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得到被照顾人财产份额的人所提出的主张，也

不是说被照顾人的希望和意愿不应该予以考虑。 

继承法永远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解决为照顾人

提供支持这一难题。部分原因是有些被照护者身

后没有留下太多的财产，而这些财产又必须用于

支付正式照顾的费用。从原则层面上，继承法可

能在一些情况下成为一个为非正式照护者提供支

持的有用的工具。 

（四）小结 

综上，本文对运用继承法为照顾人提供支持

进行了论证，这一做法是符合人们所认同的继承

法的目标的。同时可以看出，完全基于家庭身份

关系而形成的继承权利是不尽合理的。在下文中

我们将讨论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家庭补助

主张中照顾所占的分量。 

三、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家庭经济补助与提供照

顾的子女 

本节首先简要介绍讨论所涉司法管辖区的继

承法，然后描述成年子女家庭经济补助主张的一

般法律路径。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种

主张在英格兰被限制在“养育” 子女的范畴。本

节将讨论照顾在这类主张所占的比重。为此，笔

者将就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照顾是否能

够苛以被照顾人为照顾人提供经济补助的义务、

照顾人经济补助的请求所需的要件、是否可能将

照顾与经济补助承诺结合起来。 

（一）英格兰—爱尔兰继承法概述 

如上所述，英国继承法的首要原则是遗嘱自

由。尼尔得声称这一原则自封建时代以来一直延

续至今卫博科斯基则认为在多数的英国法律历史

时期，立遗嘱处分财产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

立遗嘱人享有充分自由的状态也就只有 100 年的

时间。在现行法律中，被照顾人完全可能通过遗

嘱处分财产来回报其照顾人，反之亦然。 

这种可能性与大陆法系的做法形成强烈反差，

在大陆法系，遗嘱自由受到特定家庭成员强制特

留分的限制。英国法律委员会曾在 1971 年考虑

是否导人家庭成员强制特留份的制度，但是随后

便对此予以否定。因此始于新西兰的家庭经济补

助，对于英格兰—爱尔兰立遗嘱分配财产的自由

而言属于重要的例外，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

使它“没有太过偏离“民法的轨道。 

随着历史的发展，英格兰—威尔士的家庭福

利法的内涵有了很大的扩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1975年的英国继承法（家

庭与未成年子女的福利）法案，允许死者的配偶

和民事伴侣、尚未结婚或同性伴侣关系的前配偶

与民事伴侣、死者去世前与之以配偶或民事伴侣

身份共同生活 2 年以上的未婚同居者、死者所有

的法定子女以及她在婚姻或同性伴侣关系中视作

子女的人，以及虽然没有家庭关系、但属于死者

未成年的子女的人，对死者的财产提出经济补助

的主张。无论死者是否立有遗嘱，英国法案对这

些主张都适用。这与爱尔兰法律形成反差，根据

爱尔兰法律，只有在死者立有完全或部分遗嘱 ，

且不适用无遗嘱继承的情况下，子女才可以提出

主张。这种做法已经受到了批评。 

在可以预计的未来，英国法律将有进一步的

发展：法律委员会目前正在开展关于 1975 年法

案以及无遗嘱继承法的审议和调查，调查报告和

立法提案将于 2011 年下半年完成。 

在讨论继续推进之前，必须指出的是，虽然 

1975 年法案的适用范围广泛，但它其实是对不公

平和不当得利的补救措施。法院的问题不是申请

人获得更多的遗产是否合理，而是申请人没有得

到更多的遗产是否合理。与此类似，爱尔兰的一

个判例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法院没有权力为遗嘱

人创立新遗嘱，法院也不应该探究如何在遗嘱人

的可能作出的方案中作出选择。 

正如格林所言，在考虑是否以及如何行使自

由裁批权为申请人提供经济补助时， 法院需要在

以下几个利益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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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人对其遗愿实现的追求，有可能被

剥夺继承期待权的继承人，对遗产具有伦理上的

权利的申请人。 

英国法本身以及英国判例法的重点依然是放

在为未成年人提供抚养上，这种选择是合情合理

的，除非申请人是配偶或同性伴侣。因此，依据现

行的英国法，即使照顾被视为影响申请人经济补

助主张的因素之一 ，也无助于实现经济补助主张， 

除非照顾人将来存在抚养需求。 

与英格兰、威尔士相比，爱尔兰法律的制度更

为稳定，遗嘱自由也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似乎在

一定程度上是想要仿效大陆法系的法律原则。依

据 1965 年《继承法》，在没有子女的情况下， 

生存配偶有权获得一半遗产，在有子女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 1/3 的遗产。《继承法》的这些规定在

死者留有遗嘱时也适用，配偶有权选择是依照遗

嘱（如果有遗嘱）获得相应的份额，还是依照“法

定权利” 取得相应的份额。虽然离异配偶不享有

“法定的继承权”， 但没有再婚的离异配偶可以

就死亡前配偶的遗产提出经济补助主张。2010 年

《同性伴侣以及同居者的权利与义务法》将很多

法律权利扩展到了同性伴侣，＂符合条件的“未

婚同居者也可以针对死亡同居伴侣的遗产提出经

济补助主张。 

在爱尔兰，子女可以以死者未能履行道德义

务，为子女提供与自己能力相当的福利为由提出

遗产主张。如果配偶是申请人的父母，这通常会

减少可供重新分割的遗产份额，在这种情况下申

请人的主张不能影响配偶的法定权利，也不能影

响配偶依据遗嘱或法定继承所应获得的遗产份。

额爱尔兰法律中的相关“子女”目前包括非婚生

子女和收养的子女，但是爱尔兰法律似乎没有采

纳英国法律中“家庭中的儿童”这一概念。 

在相关判例（ 如 Re GM 以及 TAM v. TSM) 

中，肯尼法官强调指出，爱尔兰法不是以抚养义

务为基础的，他甚至说根据 1965 年法判案的新

西兰、新南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法律机构 ”几乎无

所作为＂。然而，申请人的需求通常是这类判决

的核心，具体讨论参见下文。 

在简要介绍了英国和爱尔兰家庭福利的基本

结构后，下一节将详细讨论成年子女提出请求的

一般途径。 

（二）成年子女提出主张的一般途径 

在家庭福利法中，给予为父母提供照顾的成

年子女何种法律地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英格

兰和爱尔兰，这类请求的判决过程包括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所考虑的问题也比较近似。 

依据 1975 年遗产（针对家庭与家属规定）

法案，法院必须客观判断，遗嘱和/或无遗嘱时法

律是否为申请人的生活作出了合理的经济补助安

排。此处对“抚养“一词的界定是：直接或间接

帮助申请人，使其在将来能够保持适当的日常生

活或者生活水平。如果法院的判断是尚未作出合

理的经济补助安排，那么法院必须决定运用何种

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依据爱尔兰 1965 年法案，第一阶段要评估

遗嘱人是否未能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 通过遗嘱

或其他方式为子女提供合理的经济补助。第二阶

段，法院可以“以法院认为适当的方式，命令通

过财产分配完成对子女的经济补助”。 

英国法为法院在作出裁判时需要考量的因素

列出了清单，其中有些因素适用于所有申请人，

有些则只是针对提出主张的死者的子女。另外，

爱尔兰法律要求“法院要从谨慎公正的父母的角

度，来考虑申请人的主张，兼顾遗嘱人每一个子

女的利益，平衡需要法院提供帮助的任何其他情

形，从而作出对提出主张的子女以及其他子女尽

可能公平的裁决”。对死者道德义务的考虑，牵

涉到在其死亡之日，其生存配偶的权利，遗嘱人

子女的数量、年龄以及生活状况，遗嘱人的财产，

申请人的年龄，经济状况与经济前景，以及遗嘱

人生前为申请人作出的经济补助安排。 

在英格兰，由于“抚养”的限制，法律关于是

否给予救济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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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人未来需求的考虑。如 1975 年《遗产法》

规定，对于成年申请人，“他正在接受或者期望

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个因

素显然是面向未来的。虽然法院所给予的救济不

一定局限于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但是波尔图

和博科斯基认为，对于成年子女的主张产英国法

律制度的回答是“吝啬”的。威尔金森法官对此

有这样的评述：有身体条件能够自食其力的人，

在提出经济补助主张时存在的难题时，法院会问：

“如果你能自己养活自己，为什么其他人要为你

提供经济补助？” 

有工作或者在将来有赚钱能力的成年人的主

张，不大会获得英格兰法院的支持，除非申请人

能够证明，死者对其负有道德义务，或者存在其

他支持其主张的特殊情形，尽管以上两条并不构

成“基本要求"'同时，财产的多寡也是法院考虑

的因素。此外，马修声称，依照 1975 年法案，

身体基本健全的成年子女主张获得成功的案例近

年来有所增加。 

在爱尔兰，对经济补助申请人未来需求的考

量也是极为普遍的，虽然爱尔兰法院并没有正式

将经济补助在限制”抚养费”内。如科恩斯法官

在其被广泛引用的判例（第 s117 号）中指出：

本案例所揭示的基本社会政策，是要保护一定年

龄和生活状况中的子女，他们有理由期待获得父

母的抚养。此外，在古兹案中，拜伦法官表达了这

样的观点： 

一般而言，如果子女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

遗嘱人的财产能够或在能够一定程度上满足子女

的特定需求时，才能谈得上遗嘱人未履行道德义

务。如果子女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 即使遗嘱人

没有通过遗嘱或其他方式作出经济补助的安排， 

法院也没有权力干预。 

教育有可能提供长期的安全感，满足残疾者

的需求也具有重要性，由教育和残疾引起的需求

在爱尔兰都得到了承认。虽然法院的初衷是想要

满足成年子女的这类需求，但是举证的负担”相

对较重”，他们必须明确证明道德义务没有履行。

虽然法律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这类案件，也有

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申请人主张经济补助获得成功

的案例，这种举证的负担对于那些原本没有依赖

父母抚养的子女尤其如此。此外，与波尔图和博

科斯基所提到的英国司法制度的“苛刻“态度形

成反差的是，科恩斯法官描述了爱尔兰法律对于 ”

即使已经属于中年甚至超过中年的“子女的“极

为宽松的“经济补助。 

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英格兰和爱尔兰普

遍存在的对于需求的关注，对于家庭照顾人可能

是不利的。有些照顾人也许因为照顾的机会成本

而产生需求，至于照顾对照顾人经济能力以及健

康的影响，照顾人获得 补偿和认可的期待，更是

不言而喻的。事实上， 基于补偿原则与基于需求

原则，在离婚的经济补偿方面巳经得到英国上议 

院的认可。对此， 迈尔斯指出： 

需求与补偿常常是一致的：申请人的需求其

实是事实的表象。为了对家庭作出贡献，她放弃

了荻取经济收入的能力，未照护家庭和子女。 

这一推理同样适用于成年人的照顾人。一方

面，申请人作为照顾人的角色的本质，是在满足

死者的需求，而且照顾人在被照顾人死亡以后也

存在没有需求的可能。另外，在离婚经济补偿方

面，晚近以来，法院对照顾子女的配偶一方能够

某种程度上重新开始工作给予了更多的期待，对

于照顾父母的子女，法院也会采取类似的态度。 

当然，在照顾人存在需求时被照顾人提供经

济补助的理由更为充分，但是，是否有必要将需

求作为照顾人获得被照顾人财产的条件，是令人

怀疑的，因为这会做会导致巳经提供的照顾的价

值得不到承认。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正是本章的主

题。 

另一方面，在一些案件中，照顾人由于有能力

获得经济收入，因此其经济补助的主张难以得到

支持。这些案件与那些申请人由于自身原因形成

了需求的“不中用的跋脚鸭＇案例相比，就显得



107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问题更为突出。下文将详细讨论的 Espinosa v. 

Bourke 案，就被认为是这样的案例。因为虽然申

请人在最后阶段忽视了对父亲的照顾，并且在一

定程度上，申请人的需求是由于选择了死者明确

反对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但法院还是作出了提

供经济补助的判决。克里奇对该案提出了批评， 

其认为“法院对于选择理性生活方式的子女，没

有像对他们挥霍浪费的兄弟姐妹那样慷慨，这是

不公平的＂。 

与英格兰和爱尔兰形成鲜明比较的是，根据

传统的新西兰法，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本身就

被认为是提供经济补助的充分条件，依据 1955 年

《家庭保护法》， 遗嘱人没有平均对待她的每个

子女是子女提出经济补助请求的常见理由。法院

对该法进行了扩张解释，法院的这一做法导致新

西兰法律委员会提出了限制成年子女提出经济补

助请求的法律改革的建议， 除非成年子女的确存

在需求，或者他们的主张限于价值有限的纪念品。

但如果他们曾以某种方式使死者获益，他们可以

提出基于对死者的贡献主张经济补偿。这些建议

并未得到采纳，但是波尔图和博科斯基指出，由

于法律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新西兰法院在审理此

类案件时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但与英格兰法院相

比还是比较慷慨的。 

在更为节制的方式新近被采纳前，新西兰采

取的是与英国与爱尔兰法律相左的倾向。这样的

极端做法会给照护父母的儿子或女儿造成风险。

由于缺少未来需求，这些照护者可能会沦落于英

国法律之外，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沦落于爱尔兰法

律之外，然而，如果他们仅仅由于与父母的法律

关系而得到抚养，那么他们可能处于“强制继承”

的法律体系，而他们的照护并没有得到承认。下

一节我们将讨论， 能否通过死者由于接受照护而

对照护者产生义务的理念，绕过这些困难，从而

使照护者得到具体的认可。 

（三）照顾与被照顾人的义务 

英国判例法在涉及成年子女的案例中，有通

过需求来强调死者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的倾向，

而这一点被批评为早期法律价值偏向的历史遗存。

CD 在 Espinosa v. Bourke 一案中，大法官 

( Butler-SlossLJ ) 否认上诉法院 ”美化”现

行的法律语言，并以此为依据引导法院应顾及

“死者对于主张者所负有的责任与义务 ”。本案

中的所有法官都对使用“道德” 一词心存疑虑，

他们强调说只是用它来避免使相关义务围于法律

义务的局限。虽然汉考克判例 ( Re Hancock ) 

已确立道德义务不是主张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道德义务的概念即使在英格兰依然存在，

博科斯基指出法院通常不愿意对道德的意思进行

明确界定。 

英国法院已经表示照顾行为可以引起被照顾

人人相应的“道德义务”。在詹宁斯判例( Re J 

ennings ) 中，亨利大法官( Henry LJ )  设想

了这样的情形，一位成年子女放弃上大学，“ 长

期照顾患病的被照顾人”。他通过这个案例说明

被照顾人有“明确的“道德义务帮助照顾人上大

学。法院关注的焦点，无疑应该是照顾所引起的

照顾人的抚养需求，由此产生的义务，会让该子

女的主张获得成功，即便是在其有工作或者有获

得经济收入能力的情况下。在北爱尔兰麦克加利

尔遗产案中， 适用法律源于英国 1975 年法案应

哈顿法官发现申请人通过料理家务、照顾父亲， 

享有了她对于父亲财产的道德主张。尽管申请者

的经济能力由于她对父亲的照顾而受到影响这一

点令人怀疑， 申请人 ”困窘的经济状态”。已

经让哈顿法官对支持主张的判决感到满意，对他

来讲，判决对于主张的满足并未超出照顾人抚养

需求的范围。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案例被作为引证，

说明成人 主张者在北爱尔兰得到的待遇比在英

格兰更为大方。 

在英国的 Espinosa v. Bourke 案中， 已经

认可已故的父亲对照顾他的主张者由于对为自己

提供照顾（同时也由于他要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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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负有道德义务。初审法官发现义务可以

通过死者生前的直接让与或者某种形式的受益而

得到免除。在所有涉及照顾的案例中，类似这样

的补偿性收益都是重要的考虑。上诉法院层面则

认为法官对于义务问题过于看重，忽视了对主张

者经济状况的考虑。上诉法院在审理主张、作出

判决时，则聚焦于主张者是否缺乏经济能力，以

及主张者的父亲是否对主张者做出承诺。但是大

法官似乎认为在 Espinosa 案中， 如果父亲没有

通过支付按揭或其他开支的形式，对照护予以补

偿的话，那么照顾本身已经足以导致义务的产生。 

与此类似，在考文垂判例 ( Re Coven try ) 

中，法官认为有可能因为主张者放弃了某种谋生

方式， 来照护丧失生活能力的父母而引发道德义

务。然而，无论是初审法官还是上诉法院，都无法

找到充分证据，证实上述情况中主张者所作的牺

牲。相反，主张者在相关阶段得到了由死者免费

的住宿，最终，尽管他的收入有限，他的主张也没

有得到支持。 

根据 1975 年法案，有判例 ( Re Callaghan ) 

表明，考量经济补助是否合理时， 需要考虑由

“同住子女”提供的照顾。在本案中，死者对继

子视同自己的亲生子女，在继子的成长过程中，

承担了建议、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在他生命的最

后 4 个月，提出主张的继子与妻子一起，对死者

进行照护。在此期间，他因为疾病的“痛苦折磨”，

不遵守医院的规矩，几次擅自离开。布斯法官认

为死者对于主张者的责任和义务 ”确实非常重

大"' 实际相当于“寡居老人与其尽心尽力的独

子”的关系。依据 1975 年法案，法院决定对主

张予以支持，尽管主张者不是死者的法定子女，

这一事实本来有可能对于本案的审判结果产生很

大影响。 

因此，英国法院在照护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

引起相关义务的问题上比较矛盾， 在由此产生的

义务对于决定救助时的影响上也是如此 。由照护

引起的义务明显与其他法律因素相互影响，＂抚

养”所存在的局限也毋庸讳言。 

英国对“道德义务”的反感与爱尔兰形成强

烈反差，后者的法律行文保留了“道德责任”，这

明显意味着法律假定了被照顾人的道德义务与其

对子女进行适当经济补助的联系，虽然道德义务

本身并不绝对，其程度也各有不同。通常情况下，

法院的第一个问题是，具体案件中的遗嘱人是否

通过遗嘱或其他方式，在其死亡之前，免除了自

己的道德义务。 

在 CW v.LW一案中，依据,1965年法所作出

的判决对女儿有利，她照护了自己的父母二人，

拿他们给的工资，跟他们住在一起。然而，法令的

目的是为她提供比从父母财产分配中能够得到的

更大的收入的安全。主张者有限的经济能力，而

不是照护本身，成为决定性因素，沙利文法官明

确拒绝了主张者可以借助照护父母的经验而成为

专职看护人员的建议。鉴于主张人的母亲是由法

院监护的，因此由主张者其母的律师每周支付给

主张者的 600 欧元，是为了“体现她照顾母亲的

价值， 而不是对她在市场中赚钱能力的换算”。 

与该案类似，在 H v. O'C 等判例中，主张者

由于照护母亲而得到了法院的支待，其理由是基

于女儿“没有充足或较稳定的收入，或者由于受

教 育或职业技能有限而没有能力得到这样的稳

定收入“ 。一个子女对另一个子女的照顾在古兹

案中也得到了考虑，当然，由非申请人提供的照

顾可能对主张不利。 

很明显，英国和爱尔兰的法律都认为评估死

者对于申请人的义务时，需要考虑到照顾的因素。

但是，照顾很少成为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通常

需要将照顾与未来需求结合起来考虑，成为提供

经济补助的理由。毋庸置疑，当照护者确实存在

由过去承担照顾而导致的需求时，获得救济的理

由就更为充分。法院的做法不足为奇。即使以照

顾人被明文列举在家庭经济补助申请人之列的新

南威尔士为例，照顾人的需求也依然是法院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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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英格兰和爱尔兰目前的

途径可能无法适当体现照顾本身的价值，尤其如

果 ”甜点式” 的取向得到认可的话。在目前情

况下，照顾对于死者的义务的影响权重，可能还

达不到通过继承法来鼓励照顾的程度。 

（四）照顾，行为和被照顾人的忽视 

将照顾作为提供经济补助考量因素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英国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考

文垂判例( Re Coventry )中，特别强调了“继承

法的目的不是要为美好的行为提供遗产或者回

报”，可见法院更可能对行为从负面进行考量。 

无论是英格兰还是爱尔兰，申请人对死者的

负面行为，无疑都被当作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

虽然这不一定会排除照顾人的主张。一个相关的

问题是忽视对于本来应有的道德义务的影响。在

英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某些案例中，法院对那些忽

视死者的申请人令人吃惊的慷慨大方。这种慷慨

与对照护应该得到的正面承认是相违背的。 

在 Espinosa 案中，初审法官注意到申请人

对她父亲的照护在减少的事实，这意味着依据法

律，对父亲疏于照顾的行为，会对主张产生 不利

影响。尽管上诉法院作出了基于她的需求以及她

所得到的承诺的法令，大法官表示女儿对父亲临

终时的忽视，原本有可能抵消掉由于照顾行为父

亲对她所负的义务。 

在非同寻常的兰德判例( re Land ) 中，王

室法律顾问诺里斯法官作出的裁决有自相矛盾之

嫌。本案中的申请人在照护他母亲时非常粗心大

意，以至于被判犯有重大过失杀人罪，根据剥夺

继承权的规则，本应剥夺他依照母亲遗嘱的继承

权。然而， 依据 1975年法案，他的主张成功了。

在诺里斯看来，如果援引继承权剥夺规则剥夺其

继承权，排除其主张，会造成以下后果： 

一个在没有外界支持的情况下，致力于照顾

死者的人（尽管他在最后出现过失问题），失去依

照被照顾人本意可以得到的收益，而转交给那些

大多没有为他做过任何事情的远亲们。 

他所考虑的事实是申请人“生活困窘＂的境

况，外界对这种困窘的视而不见与其本人对于寻

求外援的“犹豫"' 得到了诺里斯的同情。最重要

的是，在本案中，法官认定被照顾人承认对申请

人负有义务。他否认申请人的行为足以达到导致

他被剥夺权利的程度。应该通过刑事审理使申请

人受到惩罚，剥夺他母亲留给他的全部财产的说

法固然正确，但是法官不愿通过剥夺合理的经济

经济补助的方式来加重对他的惩罚。 

北 爱 尔 兰 的 麦 克 柯 恩 楠 案 ( Re 

McKernan)(巳故）是一个涉及忽视被照顾人的非

典型的案例。蒂尼法官发现作为原告的女儿对她

母亲并不是值得信赖的照顾人，被照顾人认为

“懒惰”。这并不能构成这位母亲在遗嘱中对女

儿完全不提供任何经济补助的充分理由，只是可

以作为把作为申请人的女儿和她的其他子女区别

对待的理由。 

法院对于一些案例中具有忽视被照顾人情节

的申请人的同情是值得赞同的，但是在的确提供

了照顾的情形下，这降低了照顾的重要性，可能

导致类似于“不中用的跋脚鸭” 案例中的不公

平。 

（五）扶养承诺的权重 

如上所述，成年子女可以依据所有权禁反言

的公平原则提出主张，以便执行以承担照顾工作

等损害为前提、通常无法执行的口头遗嘱承诺。

在很多案例中，禁反言主张对申请人更有利，因

为裁决往往受到相应的价值承诺以及申请人承担

损害的程度，而不是申请人的扶养需求。但是，在

家庭扶养的主张中，这样的承诺中是很重要的，

在英格兰，禁反言主张和家庭扶养主张的审理程

序相同。 

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在案中特定情形下，已故

父亲所作的把自己从妻子那里继承而来的财产留

给申请人的承诺，对于 1975 年法案宗旨来讲，是

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虽然这与女儿对于父亲的

照护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使申请人获得收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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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承诺，可能是道德义务在英格兰得到

认可的例证，但是，此时起到决定作用的可能是

承诺，而不是提供的照护。 

有几个不同案例都将承诺与照护工作结合起

来一并予以考虑。如皮尔斯判例 ( Re Pearce ) 

以及涉及家里独子的李奇判例 ( Re Leach), 都

有由承诺导致道德义务的例子，其中前者涉及儿

子得到了他可以继承他已经在那里工作数年的农

场的承诺。在雅布拉罕判例 (Re Abram) 中，“道

德义务或特定情形的“程度非常突出，申请人由

于相信这个生意最终将属于自己，而长期以很低

的薪酬为家族生意工作，虽然他因为“不可抗力”

而最终离开。 

在爱尔兰，有几个案子也有类似的结论，在

XC v. RT 一案，布林法官证实： 

特殊情形会导致道德义务的形成，比如一个

孩子被灌输并相信，在农场工作 ，他将最终成为

衣场的主人，导致他依据这样的蓝图来选择了自

己的生活，工作培训以及生活轨迹。 

在 PG v. RSG 案中，法官发现申请人被暗示

并相信，他自 14 岁起就开始在那里工作的家庭

农场，最终将会属于自己，因此在他结婚时，父母

也不希望他离开农场。法官也发现死者对于申请

人与其他两个子女相比的一视同仁，并不能构成

合理的扶养。 

我们很难阻止将上述农场案例中的逻辑思路

应用于其他牵涉到照护的类似案例，基廷思考了

这一可能性在爱尔兰的应用进行。在所有权禁反

言的情境中，同样的原则巳经被用于英格兰的牵

涉到农场工人和照护者的案例。有人认为，死者

作出扶养承诺却又不能履行其承诺的情形更不公

平。但是，如果想要通过家庭扶养法来支持和鼓

励照护，即使死者没有作出扶养承诺，主张也应

该成立。 

四、结语与法律发展空间 

本章的观点是家庭扶养能够被合法地用来支

持、鼓励或回报成年子女对于已故的被照护者的

照护。但是，目前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所采纳的相

关法律途径，法院对此的解读，与这一宗旨并非

完全一致。 

克里奇指出成年子女依照继承法案（家庭与

未成年子女扶养）提出主张的情况各有不同，因

此，很难将某个特定案子中的推理过程完全提取

出来。法官经常提及申请人所提供的照护，但是

照护本身对于结果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并不清

楚明确。在养育依然是法案的核心关注点的情形

下，这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英格兰—威尔士法律委员会关于无遗嘱死

亡以及家庭扶养的咨询报告中，呼吁被咨询者在

是否以及如何提供机会，让成年子女依据修正后

的 1975 年法案提出的主张获得成功这一问题上

发表意见 。但是委员会对“难以为这样的做法找

到即清晰又与其他法律相一致的理由”表示了适

当的关注，尤其在如果养育限制可能被取消的情

况下 。其结果是，委员会在涉及供养的法律条款

上没有提出改变，但是照护会也许应该成为合理

扶养的考虑因素范畴之内。 

在爱尔兰，一方面由于 1965 年继承法案中

没有明确的“养育”限制；另一方面是看起来普

遍更加慷慨的法律取向，使对照护本身予以承认

的法律创新看起来有更大的空间，但是这样的创

新未必能够实现。爱尔兰的法律改革倾向于由同

性伴侣、未婚同居人士提出的主张。 

当然，如果对成年儿子或女儿有利的判决要

基于照护本身，不要求主张者提供损失或需求的

证据，就要涉及救助的基础与方式问题，这不会

是一跋而就的任务。新西兰法律委员会的“贡献

说“ ，对子女以及其他不是出于需求、但是以某

种方式为死者作出了贡献的主张者，不失为一个

有用的例子。在新西兰关于遗嘱承诺中“承诺

“要求的有限性的讨论中，有人提议允许申请人

提出“基于为遗嘱人提供的无偿服务的适当回报”



111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的主张，“ 死者保留其财产的收益而不对作出贡

献的人适当经济补偿是有失公平的"。基于不公平

保留而提出的主张能否成功，取决于一些特定的

限制，这些限制明显受到不当得利法律原则的影

响。解决方法通常是在没有遗嘱承诺的前提下体

现“收益的价值”，但是法院有考虑其他因素进

行裁量的权力。新西兰法律委员会的提议，在实

际操作中在所难免地存在一定的不精确之处。但

是，它的确表明至少是可以制定出相关法律条款，

提供了照护的成年子女能够依据条款，以照护使

父母受益而提出获得父母财产份额的主张。 

本文涉及诸多富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原因

包括不同法律哲学对欧洲继承法的影响。但是随

着人口老龄化对福利社会的挑战也许普通法和民

法的立法者，考虑通过继承法来承认和鼓励照护

的可能性的时机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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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成年人保护专题 

一图读懂《上海市未成年人特别保护操作规程》 

2022-07-07   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民政局 

https://mp.weixin.qq.com/s/23SUopgB5-AhbIDApO5Y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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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落实好 

2022-07-27  人民法院报  王建平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27/content_219305.htm?div=-1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司

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发

布实施办法对未成年人隐私和信息保护，切实解

决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因封存、启封、解封

不当导致信息泄露，影响涉轻罪的失足未成年人

重新回归社会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2年 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发布《关于未成年人犯罪

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这对未成年人隐私和信息保护，切实解决实践中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因封存、启封、解封不当导致

信息泄露，影响涉轻罪的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

社会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司

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

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履行《联

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的必然选择。

它为帮助涉轻罪的失足未成年人无痕回归社会和

预防再犯创造了条件。 

当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后，其犯罪记

录的存在必然会对他们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很

多不利影响，容易形成“标签效应”，使被记录

人因回归社会无望而走向社会对立面，这既不利

于犯罪预防，也不利于再社会化。故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限制公开对这些未成年人的现在乃至未来

至关重要。基于这些考量，早在 2004年起，上海

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就开始研究并尝试探索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限制公开试点工作，公安机关也随后

开始建立并运行“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根据 2013年 1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

百九十条第二款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对于 2013年 1月 1日前后办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应当按照本办

法的规定予以封存”。过去，由于对封存制度与

入职查询等制度关系以及封存制度的溯及力等认

识不统一，把握不一致，导致该制度在落实中出

现偏差，一些地区封存失控、查询失序、孩子失学、

成年失业、制度失信、监管失察等问题在一定程

度上逐渐浮出水面。对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严

格执行《实施办法》，可以有效解决封存制度实施

不规范问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不统一的现

状有望得到切实改变，封存制度将会得到进一步

落实。 

目前，对《实施办法》主要内容还需要准确理

解和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明或者争议

问题也亟须研究解决，使封存不仅注重形式，更

注重实质。 

所谓形式封存，就是要对轻罪案件判决生效

后的纸质卷宗封面上标注“封存”字样，由档案

部门统一加密单独保存，在司法机关案件信息管

理系统电子卷宗目录显著位置应当同步加设“封

存”标记，并增设卷宗调阅权限模块，严格执行

档案查阅分级审批权限管理制度，限制公开。所

谓实质封存，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封存范围、如何

有限使用和规范证明方式等，使曾经存在的犯罪

记录不会对未成年人今后融入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封存范围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

十六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

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

录予以封存。”该规定表明：一是法定封存而非

酌定封存；二是依职权封存而非依当事人申请封

javascript:void(0);


11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存；三是封存机关没有裁量权，必须严格按照规

定执行。 

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明确界定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中的哪些“相关犯罪记录”应当列入封存范

围？《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应当封存的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及刑事执行

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

全部案卷材料与电子档案信息”，并在第三条进

一步明确，“不予刑事处罚、不追究刑事责任、不

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以及对涉罪未

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帮教考察、心理疏导、司法

救助等工作的记录”按照《实施办法》规定的内

容和程序进行封存，做到封存内容应封尽封，力

求全面，确保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到位。同时，对于

未成年人接受专门矫治教育、专门教育的记录，

以及被行政处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虽

然不是犯罪记录，但属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记

录，也应当予以封存。 

关于有限使用的问题。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而不是消灭制度，因

而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并非绝对封存，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被公开、被使用。 

有的可以依法启封，接受查询；有的还可以解

封。按照《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本罪与漏罪、

本罪与新罪数罪并罚后，执行刑期超过五年的，

再审改判超过五年的，不再封存。反之，继续封存。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成年后又故意犯罪

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后罪裁判文书首部载明其前

罪犯罪记录，检察院的起诉书也应同步考虑这个

问题。因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故

在后罪诉讼中的判决理由部分对前罪不作评价，

也不能作为量刑证据使用。只是前罪犯罪记录被

司法机关通过后罪裁判文书记载的方式解封并公

开，但在十八周岁之前再次犯罪的除外，前罪犯

罪记录不得在后罪裁判文书中予以披露。值得一

提的是，前罪犯罪记录在后罪不公开审理的法庭

上、在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社会调查方式予以援引，目的是对未成年被告

人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庭教育，同时要求诉讼参与

人做好保密工作。有观点认为，被封存犯罪记录

的未成年人，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公安机关和

检察机关对前罪记录需要作为后罪羁押必要性审

查加以使用，否则会影响到社会危害性评估。也

有观点认为，十八周岁以下被封存的犯罪记录虽

不能在以后的刑事诉讼中加以引用，也不能作为

量刑证据，但是，人民法院在后罪审理中，不能认

定其为初犯偶犯而酌情从轻处理，否则有失公允。 

有的启封对外接受查询要看具体情况。有的

对外不接受查询。例如：辩护律师为依法履行辩

护职责，可以查询本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

罪记录，但涉及之前未成年人被执法机关依法封

存的犯罪记录不能查阅。 

有的对外可以查询，是指有关单位根据国家

规定进行的查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与保护社会

公共利益同等重要，要注意协调对免除报告义务

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现行法律冲突等相关问题。

例如：兵役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征公民因涉

嫌犯罪正在被依法监察调查、侦查、起诉、审判或

者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的，不征集”。

笔者认为，如果此时征兵单位要求查询，应当区

分三种情况进行处理。一是如果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后已经刑满释放的，公安机关应当出具《无

犯罪记录证明》。根据刑法第一百条第二款和《实

施办法》第九条规定，该未成年人在入伍时免除

曾经受过刑事处罚有过犯罪记录的报告义务。二

是如果未成年人因犯罪案件正在取保候审，或者

正在缓刑考验期内，或者正在附条件不起诉监督

考察期内，办案机关应当出具“案件正在审理中”

或者“案犯正在服刑中”的证明。三是如果附条

件不起诉监督考察期满，未成年人被决定不起诉

的，封存机关应当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其他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需要其

提供可供查询的具体国家法律规定。笔者认为，

在许多法律还没有按照封存制度要求进行相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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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如果法律规定受到某种

刑事处罚不能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查询单位对

被查询人是否受过该刑事处罚提供证明。如果没

有该记录，则应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关于证明形式的问题。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是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核心问题，故出具证明的

形式应当规范。如果不属于查询范围，应当出具

不予查询犯罪记录决定书。如果属于查询范围，

按照《实施办法》要求，应当出具统一格式的、与

完全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人员相同的《无犯罪记录

证明》，防止用人单位引起怀疑，导致无法录用，

最终不利于实现引导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司法目

标。 

离异家庭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的登记申请问题 

原创：2022-07-27   中国不动产官微  肖攀 

https://mp.weixin.qq.com/s/92gDZt3B5Gk8YSgp2eHrOg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一些未成 年人因父母

赠与、隔代继承等原因，名下拥有不动产。父母作

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代未成年子

女处分不动产的情形越来越多。那么，在夫妻离

异情况下，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的，是需要其父

母双方代为申请登记，还是一方申请即可？这在

实践中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城市房产价值大，处分未成年人名

下大额财产属于重大民事行为，虽然离婚，但父

母都有监护权，因此，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提出

申请。有人认为，法律没有明确要求父母必须共

同行使监护权，因而父母任何一方都可以代被监

护人提出登记 申请。这两种做法在实践中都遇到

了一定麻烦。要求父母共同申请的，一方可能联

系不上或者拒绝配合，从而导致登记启动困难。

鉴于此，有地方简化了离异父母处分未成年人不

动产的登记手续，仅抚养一方到场即可。允许父

母任何一方申请的，也出现了随意处分造成未成

年人权益受损，或者另一方认为是私自处分，起

诉登记机构侵犯其监护权等情况。出于审慎，大

部分地方要求父母双方到场。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充分考

虑。一是未成年人不动产的处分，最根本的是维

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不能简单追求交易效率；二

是要综合登记机构的职责边界和审核能力，不能

过多介入民事法律关系。基于此，笔者有以下初

步思考。 

监护权不因离婚而消除，有监护权就有登记代理

权。 

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对被监护人的人身监

护、财产监护以及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行为。

关于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世

界各国有三种做法，第一种是单方行使，即离婚

时法院确定由父或母一方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

护权；第二种是双方行使，即离婚后父母双方都

有权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第三种是单方

行使和双方行使并行，即离婚时由法院根据符合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原则，确定父母双方或者一

方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根据我国《民法

典》及有关司法解释，我国采取第二种方式。父母

与子女间的监护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

婚后，子女无论由父还是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

双方的子女。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

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因未成年人

利益代理其处分不动产、申请登记是监护权的内

容之一，法院判决或是协商确定未成年子女与一

方共同生活，并不否认另一方对未成年子女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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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护权。因此，只要监护权未被撤销或者未消

灭，离婚父母就都有权代未成年子女申请不动产

转移登记，而不论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抚养，也

不论未成年子女不动产来源于哪里。 

离异父母共同行使监护权更为符合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 

《民法典》第 35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

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

财产。”监护权是他益权，不是自益权，代为处分

被监护人财产，只能是为了被监护人利益。为防

止监护人滥用其对被监护人的监护权，法国、德

国、日本等国家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照管

未成年子女的财产而实施风险较大的法律行为，

须经亲属会议、法院或监护监督人批准。通过这

样一种程序控制，来推动落实被监护人最大利益

原则。我国没有这样的规定，但就程序控制的理

念而言，处分未成年子女不动产的，离异父母共

同行使监护权、共同代为申请登记，从程序上来

看，比单方行使监护权、单方代为申请登记要更

严谨。从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考虑，由父母共同

行使监护权，更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保护和

安全，这也尊重了离异父母双方各自依法享有的

监护权。同时，处分被监护人不动产申请登记的，

监护人还应当出具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不

动产的书面保证。这也是登记中程序控制的一种

方式，但登记机构对此书面保证只是形式审核，

若因处分是否“为维护被 监护人利益”而发生

争议，则需要由法院根据各种事实材料和保护被

监护人的法律政策要求作出综合判断。 

全部代理人共同代为申请是一般规则。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1.9.1规定，

代理人为两人或者两人以上，代为处分不动产的，

全部代理人应当共同代为申请，但另有授权的除

外。这应该视为对代理登记的一般要求，同样适

用于法定代理。有地方对监护人共同申请也做出

了规定。比如，《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条例》

规定：“未成年人的土地房屋权利应当由其监护

人代为申请登记。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的，应当

提交证明监护人身份的材料。处分未成年人土地

房屋申请登记的，监护人应当提供处分是为了未

成年人利益的书面声明。监护人有多人的，应当

根据监护约定代为申请，或者由监护人共同代为

申请登记。”又如，《广州市不动产登记规程》规

定，处分被监护人不动产的，应当由全体监护人

共同申请，并提交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

证；监护人委托代理人申请的，有利于被监护人

利益的书面保证应当经过公证。 

特殊情形下离异父母可单方代为申请登记。 

一是离异父母一方监护权被撤销的。根据《民

法典》第 36条规定，监护人有以下行为的，人民

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可以撤销其

监护人资格：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

行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

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实施严重侵害被监

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实践中，若离异父

母一方确因未成年子女治病、上学或者生活需要

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而另一方无正当理由不予

配合的，可向法院申请撤销对方的监护权。撤销

监护权后，离异父母一方可凭户口簿、撤销监护

权的法律文书等向登记机构代为申请处分未成年

人不动产登记。二是离异父母一方监护权终止的。

根据《民法典》第 39条规定，被监护人取得或者

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

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以及人民法院认定监

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可以认为监护关系终止。

实践中，如果离异父母一方死亡，或者一方因遗

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子女等被法院终止监

护的，另一方可以凭户口簿、死亡证明或法院终

止监护的法律文书等向登记机构代为申请处分未

成年人不动产登记。三是离异父母之间有明确约

定的。比如，在离婚协议或者监护协议中，明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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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方可以处置未成年子女不动产，或者约定处

分未成年人不动产时可以由一方申请登记，此时

在登记过程中，可以按照约定由离异父母一方代

为申请登记。

防未成年人上网色情诱惑需两端发力 

2022-07-28  人民法院报  丁慎毅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28/content_219356.htm?div=-1 

 在青少年模式内，相关部门要为青少年模式

内容池建立一个内容设置标准。在青少年模式外，

平台必须把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的因素考虑

进来，必须对所有不良信息、违法信息进行审查

和删除。 

暑期，未成年人有更多时间在网上“冲浪”，

其中不少未成年人在没有家长的监护下上网娱乐。

有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未成年人上网时，常常

在不经意间就能看到一些不良内容：网页中植入

的色情广告、短视频平台的擦边视频、各类黄色

App 以及聊天群中防不胜防的“网络色狼”。 

或许有人说，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为何还

有这些内容。事实上，目前的青少年模式已经比

较完善，可以有效屏蔽上述内容。这些内容都是

在青少年模式之外出现的。比如，当记者问为什

么不进入青少年模式时，接受调查的同学们都笑

了起来，其中一个男生告诉记者，青少年模式“没

意思”。 

在青少年模式之外，不良内容不仅会出现在

各类 App 和网页中，网络社交平台同样是问题出

现的高发区。2021年 3月 30日，某研究机构发布

的《短视频直播 App青少年保护测评报告》指出，

七成被测 App 的视频中存在色情等不适宜向未成

年人展示的信息。大量自媒体账户，经常用大量

裸露面积较大或者突出关键部位的女性照片做封

面或头像，在主页上发布露骨但又不容易被归类

为违禁的内容，再利用链接将网民引流到第三方

私密平台诱导付费，打法律的擦边球。但是平台

往往会把责任推给家长，认为未成年人实际上使

用的账号，往往是借用家长的身份信息进行注册、

登录的，平台自然无法强制要求成年人。 

青少年自控力不足，在抵御诱惑方面有天然

的短板。软色情的步步诱导，让青少年欲罢不能，

看过相关的色情内容之后，容易出现无法自控、

严重焦虑等症状，严重者会走向性犯罪。未成年

人上网防色情诱惑，需要在青少年模式内外两端

发力。 

在青少年模式内，平台设立的青少年模式内

容池在一定程度上形同鸡肋，适合青少年的优质

内容太少，倒逼青少年在青少年模式之外通过输

入解锁密码、跳转账号等方式去寻找他们喜欢的

内容。某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990名未成

年人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0.8%的受访家长

建议优化青少年模式中的内容池。这就要求相关

部门为青少年模式内容池建立一个内容设置标准，

至少提供一个优质模式，供平台参考。督促平台

开发导向正确、内涵丰厚、种类多样、寓教于乐的

网络产品，确保内容优质健康干净。 

在青少年模式外，平台必须把未成年人使用

成年人账号的因素考虑进来，必须对所有不良信

息、违法信息进行审查和删除。不但对账号主体

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惩罚，并且及时向监管部门举

报。监管部门则要根据法律迅速展开调查，对以

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物品的提起公诉，由司法机关对其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向不

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

罚。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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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家暴专题 

最高法：坚决反对家庭暴力，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近 1.1 万份 

2022-07-12  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79426 

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是今年人民法院的重点工

作之一。十年来，人民法院坚决反对家庭暴力，已

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近 1.1 万份。下一步，将继

续推进家事审判改革，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

解释。 

7月 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二级大法官介绍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举措与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贺小荣在

会上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发布人脸识

别司法解释，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依法

审理毕业生遭受就业歧视案件例如涉及性别歧视、

地域歧视等，依法审理人格权侵害禁令等案件。

下一步，人民法院要推进制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司法解释，加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依法惩

治网络侵权行为。 

贺小荣表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也是社会各

界和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涉及教育、就业、医疗、住房

等各类涉民事案件 3600余万件，出台了涉食品药

品、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争议、医疗损害责任等

民生领域司法解释，引导全社会树立程序意识、

规则意识、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下一步，人民法

院将更加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服务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按照“四

个最严”的要求，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推进

制定新就业形态司法政策，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在保护人民财产权益方面，人民法院发布物

权编司法解释，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案”“强行啃老无居住权案”等典型案件，保护

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将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激

发人民群众创新创业的活力，依法审理土地征收

补偿等案件，保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助

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在促进家庭文明建设方面，贺小荣强调，人民

法院制定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司法解释，严惩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依法审理“离婚家务补偿案”

等案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已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近 1.1 万份。下一步，继续推进家事审判改

革，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人身安全

保护令案件的证明标准、违反禁令的刑事惩罚措

施等问题作出回应，切实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

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2-07-17  最高人民法院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660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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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 2022年 6月 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0 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4日 

法释〔2022〕17 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2022 年 6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0 次会议通过，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为正确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时保护

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

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照反家庭暴力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

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第二条  当事人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

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公安机关、

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

理机构等，根据当事人意愿，依照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代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受理。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

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应当认定为反家庭暴力法第

二条规定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一般包括共同生

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

扶养、寄养等关系的人。 

第五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

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办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应当调

查收集。 

第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

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

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

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前款所称“相关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行政

处罚决定书； 

（三）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讯问笔录、询问

笔录、接警记录、报警回执等； 

（四）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

等； 

（五）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

视听资料； 

（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

的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 

（七）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所在单位、民政部

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残疾

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

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反家暴社会公益机构等

单位收到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 

（九）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

应的证言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证人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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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伤情鉴定意见； 

（十一）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平台、

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

询问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影响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八条  被申请人认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九条  离婚等案件中，当事人仅以人民法

院曾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主张存在家庭暴

力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综合认定是否存在该事实。 

第十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

规定的“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可以

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

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

其相关近亲属； 

（二）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

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

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

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第十一条  离婚案件中，判决不准离婚或者

调解和好后，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

家庭暴力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

七条第七项规定的“新情况、新理由”。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

定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同时构

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8月 1日起施

行。

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附全文） 

2022-07-15  最高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Eyz1eZXGKK7QoAicendww 

7月 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最高人民法院

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

高级法官王丹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国

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基石。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家庭文明

建设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

庭和谐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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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则社会文明。”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

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

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和“禁止家庭暴力”

的规定，2022年 6月 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870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将于 2022年 8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制定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如下： 

一、《规定》制定的背景 

2016年制定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表明了国家

禁止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其中，人身

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也

是该法的核心内容。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6 年来，

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履职尽责，人身安全保护令作

出数量逐年上升。据统计，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全国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10917 份，

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

依法保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

严。但是，近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作出和执行

等环节还存在一定障碍。如何充分发挥人身安全

保护令制度的作用，最大限度保护家庭暴力受害

人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实施问题开展专题调研。通过调研了解，制

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有效发挥的瓶颈主要在两

个方面，一是制度机制方面，二是法律适用方面。

在完善制度机制方面，2022年 3月，最高人民法

院会同全国妇联、公安部等六部委共同发布了《关

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对家庭暴力的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机制以及执行

联动机制等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为统一法律

适用标准，明晰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本

《规定》，以解决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的法律

适用难点问题。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 13条，以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预防功能为出发点，进一步消除该类案件在

受理和作出程序中的各种障碍，突出对家庭暴力

受害人权益保护的时效性，明确规则，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依附于离

婚等民事诉讼程序。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向人

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

事诉讼为条件。该规定明确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不需要在先提起离婚诉讼或者其他

诉讼，也不需要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定期

限内提起离婚等诉讼。从程序法角度看，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等均具有高度独立

性，完全可以不依托于其他诉讼而独立存在。这

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快速、及时制止家庭暴力的

基本特征和制度目的。 

（二）进一步明确家庭暴力的形式，扩大人身

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

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

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该条列

举了家庭暴力的常见形式。但实践中，除了上述

列举的形式外，还存在其他可以归为家庭暴力范

畴的行为，需要明确。《规定》对家庭暴力行为种

类作了列举式扩充，明确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

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从而

进一步明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保障家

庭成员免受各种形式家庭暴力的侵害。 

（三）适当扩大代为申请的情形及代为申请

的主体范围。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

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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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实践中，还存在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

致使受害人不敢或者不能亲自申请的情形。为最

大限度保障该类特殊困难群体能够依法及时获得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救济，《规定》在反家庭暴

力法基础上，对代为申请的情形进行了适当扩充，

明确“年老、残疾、重病”等情况，可以在尊重当

事人意愿的前提下，由相关部门代为申请。同时，

结合审判实践，根据相关部门的职责内容，对于

代为申请的主体，增加了民政部门、残疾人联合

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以充分调动全社

会力量，进一步织牢织密对该类人员的保护网，

合力保障其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明确证据形式及证据标准。反家庭暴力

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

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

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但是，实践

中，大多数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证据，导致其申

请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限制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作用的发挥。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哪些证据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审判实践中亟待明确的。

《规定》根据家庭暴力发生特点，总结实践经验，

列举十种证据形式，明确指导审判实践，也为家

庭暴力受害人留存、收集证据提供清晰的行为指

引。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明标

准不够明晰，是办理该类案件的难点。人身安全

保护令制度的目的在于制止家庭暴力，给受害人

提供一道“隔离墙”，故应当与民事案件实体事

实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分。《规定》结合人身安全保

护令非诉程序特点，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高

度可能性”，从而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有

助于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用。 

（五）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加大惩

治力度。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被申

请人理应严格遵守，不再实施家庭暴力。如果被

申请人在保护期内仍然实施家庭暴力，不仅是对

家庭成员人格权的再次侵害，也是对司法权威的

漠视，应当坚决依法惩治。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

四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

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

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规定》进一步

明确，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从而将违反人身

安全保护令行为本身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适用范围，更有针对性地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增

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性，回应社会关切。 

《规定》还对参照反家庭暴力法适用的具体

人员范围、人身安全保护令与离婚诉讼的关系等

问题进行了规定。 

消除一切形式的家庭暴力是家庭文明的标志，

是社会文明的基石。家和万事兴。依法打击各种

形式的家庭暴力行为，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也需要全社会成员

的共同努力。新时期，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任重

而道远。各级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以

及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入推进家事审

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

法裁判和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增强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心认同，让崇尚文明、反对暴

力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全体社会的良好风

尚，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

家庭和社会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 2022年 6月 7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0 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2年 7月 14日 

法释〔2022〕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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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2022 年 6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0 次会议通过，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为正确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时保护

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

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依照反家庭暴力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

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第二条  当事人因年老、残疾、重病等原因

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近亲属、公安机关、

民政部门、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救助管

理机构等，根据当事人意愿，依照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代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受理。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

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应当认定为反家庭暴力法第

二条规定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一般包括共同生

活的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其他有监护、

扶养、寄养等关系的人。 

第五条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情

形的，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办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应当调

查收集。 

第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

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

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的，

可以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前款所称“相关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行政

处罚决定书； 

（三）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讯问笔录、询问

笔录、接警记录、报警回执等； 

（四）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

等； 

（五）记录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

视听资料； 

（六）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

的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 

（七）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八）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所在单位、民政部

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残疾

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

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反家暴社会公益机构等

单位收到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 

（九）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

应的证言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证人证言； 

（十）伤情鉴定意见； 

（十一）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 

第七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在线诉讼平台、

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

询问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未发表意见的，不影响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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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被申请人认可存在家庭暴力行为，

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九条  离婚等案件中，当事人仅以人民法

院曾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主张存在家庭暴

力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一百零八条的规定，综合认定是否存在该事实。 

第十条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

规定的“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可以

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

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

其相关近亲属； 

（二）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

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

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

常生活、学习、工作的活动。 

第十一条  离婚案件中，判决不准离婚或者

调解和好后，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

家庭暴力的，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

七条第七项规定的“新情况、新理由”。 

第十二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

定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同时构

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2 年 8月 1日起施

行。

最高法民一庭相关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2022-07-15  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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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相关负责

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问题 1： 

据了解，家庭暴力受害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未成年人，请问《规定》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

有什么特别考量？ 

答：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预防

和制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保护其健康成

长，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未成年人作为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

是遭受家庭暴力；另外一种是目睹家庭暴力。两

种情形都会使未成年人生活在紧张、恐惧的环境

中，其身心健康会受到很大损害，甚至产生“以

暴力解决一切”的错误观念，滑向违法犯罪的深

渊。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

作。为预防和制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最

高人民法院今年重磅出击，打出了一套“组合

拳”。今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

公安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

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其中强调了坚持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具体包括细化相关主体强

制报告义务，明确未成年人作证可以不出庭，询

问未成年人时要提供适宜的场所、采取未成年人

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问询方式，注重保护其隐私和

安全等。《规定》主要解决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作

了列举式扩充，明确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

威胁、跟踪、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二是根据家

庭暴力的私密性特点，在证据形式上，将未成年

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纳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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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证据范畴。这样有助于依法准确认定并及

时制止家庭暴力行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

安全、稳定的家庭环境。 

问题 2 

据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因证据不足而

被法院驳回的情况在实践中占有一定比例。我们

注意到，《规定》专门对证据形式和证明标准进行

了规定，请问这些新的规定能够帮助申请人解决

哪些实际问题？ 

答：证据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实践中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根据我们调研了解，人身安全

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证据不足，

这大大制约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用的有效发挥。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

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

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

实。但是，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申请人因无法提

供上述证据而没有得到支持。为此，我们在深入

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家庭暴力的发生特点，总结

审判实践经验，列举了十种证据形式，比较常见

的如双方当事人陈述，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

或者保证书，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医疗机

构的诊疗记录，妇联组织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

记录等。家庭暴力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

家庭暴力现实危险时，就可以有意识地留存、收

集上述证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向人民法院

提交。此外，对证明标准问题，《规定》还明确，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

即可，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从而降低了

申请人的举证难度。同时《规定》还进一步重申了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规定。这些规定完善

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据规则体系，进一步

解决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证困难，为保护家庭

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更加坚强有力的制度

支撑，从而保障人民群众更安全更有尊严地生活。 

问题 3： 

部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被申请人会主

张，之所以实施家庭暴力是因为对方有错在先，

比如出轨等，因此，其实施家庭暴力情有可原，司

法解释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回应？ 

答：这个问题特别有针对性。实践中，被申请

人对自己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往往提出各种辩解。

以对方“有错在先”为由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

甚至借机通过暴力的方式控制对方，是比较常见

的情形之一。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就

是任何理由都不是实施家庭暴力的借口。那种认

为家庭暴力“情有可原”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加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

的保护力度，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申请人认可

存在家庭暴力行为，但辩称申请人有过错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

是违法行为，甚至有可能构成犯罪，要坚决予以

抵制和打击。当然，像您提到的，如果一方存在出

轨等过错的，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在离婚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要考虑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

则。再比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的规

定，如果一方存在与他人同居等重大过错的，还

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制止家

庭暴力，我们要特别重视家庭文明建设，涵养优

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

相帮助，真正让家成为遮风挡雨的港湾，而不是

暴风雨的源头。 

最高法发布《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2-07-16  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16/content_218992.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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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饿、骚扰等均属家暴，悔过书、短信等能当

证据 

本报北京 7 月 15 日电 （记者  王丽丽）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

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全文及答记者问见二版）。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郑学林、副庭长吴景丽、

二级高级法官王丹出席发布会并介绍有关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李广宇主持发布会。 

家庭和谐稳定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

荣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家庭文明建设作出重要部署。2016

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表明了国家禁止任何形式

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

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全国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10917 份，有效

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依

法保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 

“通过专题调研发现，制约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有效发挥的瓶颈在于制度机制、法律适用两

个方面。”郑学林介绍，在完善制度机制方面，

2022年 3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全国妇联、公安

部等六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明晰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规定》。 

《规定》明确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不需要先提起离婚诉讼或者其他诉讼，也不

需要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定期限内提起离

婚等诉讼，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快速、及时制止

家庭暴力的基本特征和制度目的。 

《规定》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作了列举式扩

充，明确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

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保障家庭成员免受各种

形式家庭暴力的侵害。 

为最大限度保障特殊困难群体能够依法及时

获得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救济，《规定》对代为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形进行了适当扩充，明

确“年老、残疾、重病”等情况，可以在尊重当事

人意愿的前提下，由相关部门代为申请。同时，对

于代为申请的主体，增加了民政部门、残疾人联

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以充分调动全

社会力量，进一步织牢织密保护网。 

明确证据形式及证明标准，是《规定》的亮点。

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无法提供反家庭暴力

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几种证据，导致其申请因“证

据不足”而被驳回，限制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用

的发挥。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规定》总结实践经验，列举了被申请人曾出

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

其近亲属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

电子邮件等十种证据形式，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留

存、收集证据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实践中，家庭

暴力事实的证明标准不够明晰，是办理该类案件

的难点。《规定》结合人身安全保护令非诉程序特

点，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较

大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从

而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有助于充分发挥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作用。 

《规定》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行为本身纳

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范围，更有针对性

地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增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

威性，回应社会关切。 

《规定》将于 2022年 8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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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调研 | 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运行的实践检视 

2022-07-13  中国审判  密云法院课题组 

https://mp.weixin.qq.com/s/aJS3aQhWoS5lYUuRFJtMPQ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的核心

内容之一，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巨大作

用。本报告选取北京三级法院 2016 年至 2021 年

涉家庭暴力的 854 例案件为研究样本，对案件基

本情况、当事人基本信息、家暴认定情况和裁判

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

情况进行研究，以实证考察为分析路径，在剖析

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强化对家庭

暴力的惩戒和遏制。 

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情况分析 

自 2016 年 1 月起至 2021 年 5 月止，北京三

级法院共受理离婚纠纷 94560 件，涉家庭暴力的

案件达 4713件。其中，法院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数为 854 件，在检索到的 403 份裁定书中，

签发数为 154份，签发率 38.29%，签发数总体占

比不足 7%。 

从每年申请情况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

理数大体呈下降趋势，《反家庭暴力法》出台次年

案件受理数最多，为 165 件，之后几年整体上呈

下降趋势。从各区受理案件总数看，西城区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数最多，为 186 件；大兴区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数最少，为 16件。 

从申请主体看，403份民事裁定书所载申请主

体中，女性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群体，在样本

中占比 85.11%（343 位）；成年男性占比最少，

仅为 1.5%（6位）；未成年申请人占比 3.72%（15

位），60岁以上的老年申请人占比 9.67%（39位）。

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关系来看，夫妻、同居男

女朋友关系的占比为 85%（342 件），父母子女、

公婆儿媳、翁婿、兄弟姐妹关系的占比为 10%（40

件），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占比为 5%（20件）。上

述案例中，本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为 393人，

占比 97.52%；近亲属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为 10人，占比 2.48%；申请人曾向妇联求助的仅

7人，占比 1.74%，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

书》的仅 2件，占比不足 0.05%。未检索到责任机

构代为申请的情况。 

从申请阶段来看，不依附于民事案件单独申

请的有 360件，占比 89.3%；诉讼过程中申请的为

43 件，占比 10.7%。 

从家庭暴力情况看，平均家暴持续时间为 7

个月，暴力时间长的达 1年以上，最长的达 3年。

超过七成的申请人受到两种以上的暴力。其中，

肢体暴力最为普遍，占比约 76.9%，精神暴力占比

约 64.26%，破坏财物占比 6.95%，经济控制占比

1.73%，婚内性暴力占比 1%。多数申请人遭遇过不

止一种形式的家庭暴力。遭遇两种及两种以上暴

力形式的申请人占全部总数的 41.19%，同时至少

有 76.33%的申请人是在遭遇家暴至少两次之后才

向法院提起申请。 

从案件审理情况看，申请人举证能力不理想，

证据有效性不足。在上述 403起案件中，只有 52%

的申请人提交了家庭暴力相关证据，其中超过 31%

的申请人仅提交一份孤证。从证据类型看，占比

最大的为家庭暴力相关照片，内容包括伤情照片、

家暴现场等，占比 33.44%；其次是由公安机关出

具的相关证据，如出警记录、调解书等，占比

32.81%；再次为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据，如门诊报告

单、诊断结果等，占比 28.44%。从证据证明力来

看，照片、出警记录和医院证明往往有效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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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往往因为记述不清或仅记

录“家庭纠纷”而无法对家庭暴力予以认定。 

从法院认定结果来看，不同法院或法官对家

庭暴力的认定标准存在不同理解。在全部 854 个

样本中，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有 38.29%；

有 31%的案件法院认定为“家庭暴力证据不足”；

有 5.6%的案件从裁定书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将申

请人申请事项认定为互殴；3%的案件认可被申请

人对申请人进行了殴打，但没有认定为家庭暴力。

在少量案件中，法官对是否构成家庭暴力情况并

未进行任何回应，或只是提到双方曾“因家庭琐

事”发生矛盾，相当于变相地驳回或否认了家庭

暴力。 

适用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课题组发现，人身安

全保护令制度存在申请数量少、适用率低、执行

难等困境。笔者结合此类案件审理情况，对人身

安全保护令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发现原因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发起范围较窄 

一是申请人范围较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除了“家庭成员”外，

还包括“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有助于

保护非婚同居、“离婚不离家”者及非婚生子女

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但是，实践中，还存在很

多具有或者曾经具有上述亲密关系的人，虽不再

共同生活却仍遭受暴力威胁，此类当事人很难启

动保护程序。 

二是代为申请启动难。立法规定，受害人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因受

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时，近亲属及相关

机构可以代为申请。实践中，有的受害人还存在

其他困难，如年老、残疾、重病等导致无法亲自申

请的情况。由于家庭暴力私密性特征及部分当事

人抱有“家丑不外扬”等传统观念，受害人较少

主动地向他人提及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在此情

形下，近亲属及相关机构难以知晓，更无从施以

援手，使代为申请具有被动性。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存在困难 

一是受害人举证困难。家庭是私密场所，家庭

暴力多发生于家庭内部，具有隐秘性、封闭性和

突发性特征，外人一般无从知晓。受害人多为弱

势群体，该群体长期处于体力、经济或者精神受

压制地位，不会或不敢收集证据。甚至有的受害

人可能仅遭受了精神伤害，举证更为艰难。对于

当事人无法举证或者举证不足的案件，虽然法院

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但由于家庭暴力案件的特

殊性，原始证据一般很难获取。实践中，法官出于

审慎，对证据严格把关，收集证据渠道单一，一般

均系从公安机关调取相关记录。 

二是举证责任不明且证明标准过高。在举证

责任方面，立法并未对审查该类案件的证明责任

作出特别规定，多依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分

配证明责任。从证明标准看，司法实践中，多将家

庭暴力案件的证明标准等同于一般财产型民事案

件的证明标准，即须达到高度盖然性，甚至更高。

法官审查时往往会询问受害人是否长期遭受家暴，

是否因家暴造成严重伤情等。一方面，举证责任

转移到申请人；另一方面，对于偶发、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殴打行为，通常不认定构成家庭暴力。 

（三）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存在不足 

一是执行力度不够。立法规定，人民法院是保

护令的执行主体，但执行内容通常为行为，即禁

止或者责令被申请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可执行

性较弱。再者，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个持续

动态的过程，法院无法对被申请人进行 24小时监

督。反观大部分的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深夜、节

假日，这也导致法院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 

二是协助执行内容尚待进一步明确。《反家庭

暴力法》中规定，公安机关、村（居）民委员会应

当协助法院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公安机关作为

社会治安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及警力遍布街道村

镇，可以实现更快更及时地保护受害人，对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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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能起到良好的威慑作用。可立法虽然明确了

公安机关是协助执行机关，但并未明确规定公安

机关的执行权力和职责，导致公安机关在执行时

存在一定的不足。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居）

民委员会并非政府机构，立法亦未赋予其强制执

行的权力和能力，其职责一般限于协助政府完成

基层社会治理及村民自治事务，在实践中发挥的

作用有限。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完善建议 

为最大限度发挥制度价值，课题组提出如下

建议： 

（一）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发起 

一是扩大申请人范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非婚同居、试婚等情况已较为常见。因此，

课题组建议将更多特殊群体纳入立法保护的范围。

例如，增加同居伙伴、约会对象、未共同生活的姻

亲等对象，赋予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地

位。 

二是完善代为申请制度。代为申请制度有利

于在受害人不会或不能自行申请时及时介入、提

供帮助。一方面，可以将代为申请制度变被动为

主动。公安机关、妇联组织、村（居）民委员会等

了解到受害人遭受家暴后，可依职权主动介入，

代受害人申请。这一做法符合立法初衷，具有可

行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可以不断扩大代为申

请人的范围。立法规定受害人因各种原因无法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及公安机关等机

构可以代为申请，但受害人遭受家暴后往往优先

向家人、朋友等倾诉，或前往医院就医，邻居基于

居住便利也更为了解家暴过程，因此，在上述情

形之外，可以适当扩大亲友、单位同事、邻居、医

院等主体代为申请的范围，加大对受害人的保护。

同时，简化代为申请程序。相关机构或人员可以

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申请，对代为申请人可以不

要求其举证，从而使无法自行申请的受害人借助

代申请制度维护自身权益。 

三是实行“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制度”。可以

借鉴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建立

“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制度”。村（居）民委员会、

妇联、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社会职能部门

或工作机构，发现涉嫌家庭暴力的，应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或举报，不得瞒报、漏报、迟报。纵向

深化县（区）、镇街、村（社）三级反家暴阵地建

设，横向依托教育部门（学校）、医疗机构（医生）、

村（居）民委员会（委员或楼栋长）设置网格员，

搭建纵横交错的保护网。责任主体通过日常巡查

或生活中发现家暴线索的，及时报告，由公安机

关根据情节轻重发放告诫书，必要时，代为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审查核发。对自然

人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应加大保护力度，做好

保密工作，防止因“见义勇为”招致损害。 

（二）加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力度 

一是拓宽可采纳证据的范围。立法规定，公安

机关出具的各类文书（如接处警单、告诫书、伤情

鉴定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证据证明效力

较强，并无争议。目前立法仅对上述三种证据进

行明示，在证据采纳上较为严苛。因此，课题组建

议，可以尽可能采纳其他多种证据。例如，加害人

的恐吓信息、悔过（保证）书、日记，受害人的诊

断证明、医疗费、鉴定费等凭证等。此外，对当事

人陈述、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

应的证言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证人证言，以及

与受害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证言，可以结合保护

令事件的特点，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证据。关于

受害人偷录、偷摄的视听材料，以及证明加害人

过去暴力行为的证据应当予以采纳。 

二是“表见证明”减轻受害人举证责任。表

见证明是法院基于一般生活经验，由一定客观存

在事实（不争执或已完全确信），推断另一待证事

实之证据提出过程。表见证明既未改变证明责任，

也未降低证明标准，而是在适用过程中，不再让

受害人对主要事实（例如过错）进行证明，仅对得

出结论的事实进行证明。由于推定基础通常比主



13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要事实更容易证明，因此，表见证明对于负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来说产生了证明减轻的后果。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家庭

关系具有延续性，涉家庭暴力行为如果完全依照

证明规则来认定，容易导致认定结果与实际不符

——大量家庭暴力行为不被认定。当申请人主张

的家庭暴力事实真伪不明时，可以采用推定的证

明方法。例如，被申请人认可伤害后果，但辩称系

误伤或受害人自伤，则法院应当责令被申请人提

供相应证据或者作进一步说明，被申请人不能提

供证据或者说明不符合常理的，法院可依法作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 

三是其他社会机构承担提供证据义务。从社

会保障角度来看，公安机关、妇联、工会、村（居）

民委员会、医院等社会公共机构应当主动引导受

害人做好证据收集和固定，尽可能地为受害人提

供救助和保护便利。目前，吉林省长春市、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在具备条件的法院或医院设立“家庭

暴力验伤中心”，公安机关一旦发现受害人遭受

家暴的，即为受害人出具“验伤委托书”到该中

心验伤，并且相应工作人员会定期对验伤情况进

行统计、汇总分析，为受害人举证提供便利。 

（三）加大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力度 

一是明确执行主体。一方面，要明确公安机关

的执行主体地位。公安机关具有广泛的行政执法

权和全天候工作机制，“有权”且“近民”的优

势决定其更适合作为保护令的执行主体。为保证

执行效果，公安机关应当将保护令信息与接处警

系统对接，在接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后即对申请人

给予保护，对被申请人进行监督。一旦被申请人

出现违反保护令的行为，公安机关即可采取限制

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真正做到全方位监管、即

时处警、高效惩戒。另一方面，发挥基层自治组织

的协助和监督作用。村（居）民委员会最贴近群众

生活，应当自觉履行监督执行保护令的功能，一

旦发现违反行为，要做到及时劝阻或警告，无法

劝阻时，要立即向法院或公安机关报告。情况严

重的，要尽力为受害人提供临时庇护场所。可以

通过成立维权服务队，进一步加大反家庭暴力宣

传工作，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咨询服务

和困难救助。 

二是加大惩戒力度。家庭暴力常伴有反复性

特征，处罚过轻无法达到惩治目的。建议通过构

建多层次的法律惩戒体系，提高违法成本，切实

发挥法律威慑、处罚作用，从源头减少或遏制家

庭暴力的发生。 

（四）加强多部门联动协作 

反家庭暴力面临举证难、工作衔接不畅等问

题，并非单个部门能够独立解决的，应当整合全

社会资源，从行政、司法等层面加强联动配合，增

强对家庭暴力的评估、预防和分级管控，最终形

成“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村（居）民委员会+其他

机构（组织）”为一体的反家庭暴力协作联动运

行模式。各部门应强化公权力对家庭暴力行为的

干预，通过加强联动配合，协同推动反家庭暴力

工作向纵深推进。课题组建议，可根据家庭暴力

的成因、方式及严重程度，对加害情形进行合理

评估，避免暴力严重化、扩大化。根据 DA-R量表、

B-SAFER危险评估工具，可以将家庭暴力划分为不

同的危险等级，并采取不同预防干预。同时，为便

于多部门协作，还可以建立家庭暴力信息共享数

据库。借助日常工作，广泛收集家庭暴力相关人

员信息，并根据家庭暴力类型、危害程度分等评

级，便于相关部门依照危险等级对重点人员进行

回访，对特殊群体给予救助。 

（课题组成员：刘玉民 陈琼 陈玉霞 徐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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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林 吴景丽 王丹 |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原创：2022-07-19   人民司法杂志社  郑学林等 

https://mp.weixin.qq.com/s/Cxp-dPPz4dRLruIHeOhT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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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制定的背景 

二、《规定》制定的原则 

三、《规定》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程序独立

性问题 

（二）家庭暴力的行为种类 

（三）关于代为申请的问题 

（四）关于证据形式及证明标准问题 

（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的人员范围 

（六）被申请人辩称受害人有过错如何处理

的问题 

（七）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与离婚等案件中

对家庭暴力事实认定的关系问题 

（八）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的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国

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基石。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家庭文明

建设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

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

文明则社会文明。”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

贯彻落实民法典关于“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

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和“禁止家庭暴力”

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办理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现就其制定背景和相关重要问题

介绍如下。 

一、《规定》制定的背景 

2016年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表明了国家禁止

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其中，人身安全

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法创设的重要制度，也是该

法的核心内容。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6 年来，各级

人民法院积极履职尽责，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数

量逐年上升。据统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全国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10917 份，有效

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或者再次发生，依

法保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

但是，近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在作出和执行等

环节还存在一定问题，而且逐渐凸显。为此，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问

题开展专题调研，主要开展了以下 4 项工作：一

是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典型案例进行逐个分析，了

解家庭暴力的集中发生领域，总结经验；二是在

全国范围内进行书面调研；三是对各地有关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司法文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

比较，归纳共性规则；四是邀请全国妇联、中国女

法官协会共同开展实地调研。调研中尤其听取了

妇联、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意见。在广泛充分调

研基础上，2022年 3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公安

部、全国妇联等六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人

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对家庭暴

力的发现机制、证据收集机制以及执行联动机制

等作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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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本《规定》，

经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

工委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后，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0 次会议通过，于 2022 年

8 月 1日起施行。 

二、《规定》制定的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坚持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

内，遵循法律规定本意，确定审判实践中的具体

法律适用问题。尽管司法实践中关于扩大人身安

全保护令适用范围的呼声很高，但为不突破现有

的法律框架，依然未将前夫、前妻或者解除同居

关系的人员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 

（二）注重保护家暴受害人原则。从调研了解

的情况看，目前，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过程

中的一个瓶颈问题是证明标准不明确，签发率偏

低。《规定》不仅列举了各种证据形式，给予家庭

暴力受害人以明确的举证指引，同时明确了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为“较大可能性”，

而不是“高度可能性”，从而依法减轻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举证负担。 

（三）可操作性原则。《规定》以问题为导向，

紧贴审判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务虚，不贪

大求全，切实为审判实践提供裁判依据。对于争

议比较大而司法实践中又较少出现的问题未作规

定。 

三、《规定》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规定》共 13条，以体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预防功能为出发点，着力扫清该类案件在受理和

作出程序中的各种障碍，突出对家庭暴力受害人

权益保护的时效性，明确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程序独立

性问题 

《规定》第 1 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不以提起离婚等民事诉讼为条件。

通过该规定，明确了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不需要在先提起离婚诉讼或者其他诉讼，也

不需要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一定期限内提起

离婚等诉讼。这主要是考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

度目的是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而与是否离婚无

关。实践中，不少受害人也只是单纯希望制止家

庭暴力行为，并不想解除婚姻关系。 

此外，人身安全保护令与诉讼保全也不同，不

以后续提起离婚等诉讼为必要。从程序法的角度

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等均具有

高度的独立性，完全可以不依托于家事诉讼而独

立存在。这符合人身安全保护令快速、及时制止

家庭暴力的基本特征和制度目的。2016年，最高

人民法院作出《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

序问题的批复》，确定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比照

民事诉讼法上的特别程序审理，强调了该类案件

办理程序的简捷性和经济性，实际上也暗含了人

身安全保护令无需依附于其他民事诉讼程序的独

立性。 

《规定》第 1 条进一步确认了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件的独立性，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依

附于离婚等民事诉讼程序。 

（二）家庭暴力的行为种类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

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

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该条列举了家庭暴力

的常见形式，但实践中，除了上述列举的形式外，

还存在其他可以归为家庭暴力范畴的行为，需要

明确。 

《规定》第 3 条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作了列

举式扩充，明确冻饿以及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

跟踪、骚扰等均属于家庭暴力，从而进一步明晰

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保障家庭成员免

受各种形式家庭暴力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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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和

国外立法例看，将性暴力和经济控制纳入家庭暴

力范畴并无大的争议。《规定》没有明确列举该两

种情形，主要考虑是：1.对于性暴力，一方面可能

涉及目前争议较大的婚内强奸问题，另一方面，

基于该类行为发生的时空领域的特殊性，证据收

集、留存困难，导致事实认定上也存在一定难度，

需要审判实践进一步总结经验；2.对于经济控制，

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的界定，主要是以身体

和精神暴力为主。从司法实践看，因经济控制原

因提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件数量较小，目前的

样本数量无法为制定规则提供实践支撑。司法实

践中，对于上述两种形式，各地法院可以根据案

件实际情况进行探索，积累实践经验，条件成熟

的时候再作进一步明确。 

（三）关于代为申请的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是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

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实

践中，除了受到强制、威吓外，还存在因年老、残

疾、重病等原因致使受害人不敢或者不能亲自申

请的情况。为最大限度保障该类特殊困难群体能

够依法及时获得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救济，《规

定》第 2 条在反家庭暴力法基础上进行了适当扩

充，将年老、残疾、重病等情况纳入代为申请情形。 

但考虑到该类人员生活保障仍需要以家庭为

基础，而且，其并非因民事行为能力欠缺而导致

意思表示受限，仅仅是身体状况等现实原因，是

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也需要充分尊重其自

身意愿，因此，《规定》在扩大代为申请情形时增

加了一个限制条件，即“根据其意愿”。 

同时，对于代为申请的主体，《规定》结合审

判实践，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根据部

门职责分工，增加了民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依

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以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

进一步织牢织密对该类人员的保护网，合力保障

其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条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有部门建议增加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以及未

成年人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作为代为申请的

主体。 

我们经研究认为，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在

工作过程中较容易发现家庭暴力，故法律已经赋

予其强制报告的义务，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与其基本职责关系较远，且在实践中不好操作，

故未作出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考虑到反家庭暴

力法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代为申请的情形已经有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没

有重复规定。 

在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的情况下，《规定》相应

地也没有增加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

作为代为申请的主体。实践中，如果家暴受害人

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或者儿童福利机

构代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四）关于证据形式及证明标准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

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

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

事实。但是，实践中，家庭暴力行为具有封闭性、

隐秘性等特点。而且，与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不同，

受害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不敢或缺乏收集证据

的意识，未及时采取报警、验伤、拍照、住院治疗

等方式固定、收集证据。有些家庭暴力发生时，当

事人虽第一时间报警，但公安机关仅将其作为一

般家事纠纷，只进行口头处理，不记录现场状况，

不对加害人做询问笔录，甚至也不给受害人做询

问笔录，未留存证据或者虽留存有证据但不允许

当事人自己查看。 

此外，经常性谩骂、恐吓等精神侵害行为更是

难以留存证据，实践中往往只有当事人陈述。上

述原因常导致家庭暴力受害人的申请因证据不足

而被驳回，限制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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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还可以根据哪些证据作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是审判实践中亟待明确的问题。 

我们经研究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

条的规定，证据形式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

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

勘验笔录等。具体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

的证据，根据家庭暴力发生特点，总结审判实践

经验，《规定》细化列举了 10种证据形式，比较

常见的如当事人的陈述（包括申请人的陈述和被

申请人的陈述）、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

保证书、双方之间的电话录音、短信，医疗机构的

诊疗记录，妇联组织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

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接警

记录、报警回执等。 

这不仅能够明确指导审判实践，也为家庭暴

力受害人留存、收集证据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

人民法院在审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可

以综合上述证据的一种或者几种对家庭暴力事实

进行认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对家庭暴力事实的

证明标准把握不准，是制约签发率的重要原因。

当事人为证明自己的请求或者申请能够成立，应

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这一点并无异议，

问题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法

院即可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实践中采用的标准

并不一致。 

从域外的情况看，不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

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对于证明标准均作层

次性的多元化区分，比如德国，证明标准被确定

为 3级： 

第一级为原则性证明标准，要求法官对真相

形成全面心证，达到很高的盖然性，适用于通常

的实体事实的证明； 

第二级为降低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令人相

信的程度，相当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盖然性占

优的标准，适用于程序性事实的证明； 

第三级为提高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显而易

见的程度，适用于如显失公平的证明等特殊场合。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根据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性质、功能等作出合理认定。 

从内容上看，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禁止

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接触以及责令迁

出居所等措施，主要是对被申请人行为的控制，

类似于行为保全，因此，严格来说，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件并不是独立的诉讼案件。 

从程序上看，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 72小时内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

应当在 24小时内作出，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作用是快捷、高效地制止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

的家庭暴力行为，更多的是追求效率，而不是通

过判断是非确定民事责任承担。 

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权

利和义务作出终局性的判断，不对当事人的亲属

关系、财产分配、子女监护权探望权等人身财产

关系作出终局决定，也不是对被申请人的惩罚措

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目的是制止正在发生的家

庭暴力，给受害人提供一道“隔离墙”，故应当

与民事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分。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 86条第 2款对于降低证明标准的

情形作了规定，“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主要针对

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程序性事项，从保障当事人诉

讼权利、推进诉讼程序出发，对于程序性事项降

低证明标准，符合审判实际的需要。” 

参照上述规定精神，《规定》根据人身安全保

护令非诉程序特点，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高

度可能性”，从而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有

助于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用。 

同时，《规定》还进一步重申了人民法院依职

权调查取证的规定。这些规定完善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的证据规则体系，进一步消除了家庭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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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受害人的举证困难，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合

法权益提供了更加坚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从而保

障人民群众更安全更有尊严地生活。 

（五）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的人员范围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

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

规定执行。民法典实施之前，对于家庭成员的范

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

五条对家庭成员进行了界定。该条规定，亲属包

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

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

家庭成员。也即，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共同生活

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

女为家庭成员。 

但是“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都包括

哪些，实践中存在一定模糊认识。现实生活中比

较常见的共同生活的人主要是儿媳、女婿、公婆、

岳父母，也包括其他一些因监护、扶养、寄养等关

系共同生活的人。这类人员与家庭成员一样，具

有相似的生活紧密度和情感连接性，因为共同生

活的事实，参照适用反家庭暴力法，争议不大，

《规定》对此进行了明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离婚后或恋爱、同居关

系终止后的暴力行为，能否参照适用反家庭暴力

法，对此实践中最具争议。该类情况在现实生活

中并不鲜见，甚至由此产生极端恶性事件，引起

舆论广泛关注。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很多地方

法院倾向于将该种暴力行为纳入参照适用范围，

依当事人申请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反家庭暴力

法规定看，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的情形是家庭成

员，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可以参照适用。

而离婚后或恋爱、同居关系终止后的人员既不属

于家庭成员，也未共同生活，因此，不适宜通过司

法解释方式将其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

目前，正在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稿规

定，该类人员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如果最终法律保留该条规定，则

该类人员参照适用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

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该类人员之间

发生的暴力行为可以通过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

的人格权禁令予以解决。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

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

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

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

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

的措施。“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格权行为禁令针对家庭

暴力行为的具体化特殊化适用，是为有效保护受

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由法院

依法责令行为人停止家庭暴力侵害行为的一种命

令制度。虽然从法律施行时间看，规定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反家庭暴力法先于规定人格权禁令的民

法典，但从两者内在逻辑关系看，人格权行为禁

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人

格权行为禁令是一般化普遍化适用于保护所有人

格权主体免予所有人格权侵害的制度，具有适用

主体、适用客体上的一般性，而原本规定在先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反而成为了人格权禁令的一种特

殊适用程序。”家庭暴力虽然广义上也属于人格

权侵权范畴，但人身安全保护令属于特别法规定，

在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的人员范围内，应优先

适用。但对于该范围以外人员之间实施的暴力行

为，则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的规定。 

本条之所以没有就该部分人员申请人格权禁

令作出指引性规定，主要考虑是，如果最终通过

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能够保留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

定，则该类人员可以直接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

参照适用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而不需要再适用人格权禁令制度。 

（六）被申请人辩称受害人有过错如何处理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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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被申请人对自己实施的家庭暴力行

为往往提出各种辩解，以对方“有错在先”为由

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借机通过暴力的方式控

制对方，是比较常见的情形之一，甚至有些法官

在决定是否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时也会考虑对方

过错情况。 

为纠正上述对家庭暴力的错误认识，着重体

现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态度和原则，《规定》

第 8 条明确规定，被申请人认可存在家庭暴力行

为，但辩称受害人有过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该条规定明确了这样一个

观念，即任何理由都不是实施家庭暴力的借口。

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甚至有可能构成犯罪，要

坚决予以制止和打击。那种认为家庭暴力情有可

原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实践中，受害人可能存

在虐待老人或出轨等过错行为，但民法典等法律

已对相应情形作出了规定，比如，根据民法典第

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在双方协议不成时要考虑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

则。再比如，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

如果一方构成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存在与他

人同居等重大过错的，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七）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与离婚等案件中

对家庭暴力事实认定的关系问题 

据调研了解，很多基层法院法官之所以对签

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持谨慎态度，证据标准把握过

严，一个很大的担心是，如果当事人将来提起离

婚诉讼，并以人民法院曾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

由主张存在家庭暴力事实的，将给离婚案件审理

造成被动。而在离婚案件中，一旦认定家庭暴力

事实存在，就必须依法判决离婚和支持离婚损害

赔偿的诉讼请求。 

我们经研究认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担心有一

定道理，尤其对于普通民众来讲，盖有人民法院

印章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最好的家庭暴力证明。

但该种观念在诉讼法意义上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

澄清。尤其是，如果将两者捆绑，将使得法官签发

人身安全保护令畏手畏脚，反倒限制了该制度作

用的有效发挥，不能及时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 

为此，《规定》第 9 条从证明标准的角度对

两者关系进行了澄清。主要思路是：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目的在于制止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家

庭暴力行为，要求便捷快速，与诉讼中经过当事

人举证质证程序采信证据认定事实，存在本质不

同。根据《规定》第 6 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的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非“高度

可能性”，故同样是对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由

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证明标准相较离婚案件中

对涉及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事实的证明标准低，如

果只要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就必须在离婚纠纷

中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则实际上变相降低了实体

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明标准。 

因此，仅以人民法院曾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为由，即在离婚案件中认定家庭暴力事实，这样

的事实认定可能是不扎实的。根据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有两种情

形，一种是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一种是遭

受了家庭暴力。如果系因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

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当然不能以人身安全保

护令作为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 

实际上，《规定》第 9 条要规范的也并不主

要是该种情形。该条主要解决的是，即便当事人

以实际遭受家庭暴力为由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但是，由于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较低，

仅为“较大可能性”即可，而不需要达到涉及实

体权利义务事实的“高度可能性”证明标准。而

且，在 72 小时甚至 24 小时内即必须签发，相关

证据一般未经法定的举证质证程序，人身安全保

护令裁定书中亦没有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故离婚

纠纷中，对涉及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家庭暴力事

实，还不能仅以曾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由直接

认定。 

但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一般有一些基础

证据，根据《规定》第 6 条规定，包括当事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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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被申请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记录

家庭暴力发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以及医

疗机构的诊疗记录等。此种情况下，既要考虑人

民法院曾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事实，也要进一

步对基础证据进行审查和质证，并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08 条的

规则对家庭暴力事实进行认定。人身安全保护令

属于非诉程序，应当适用适当的职权干预和职权

探知。审判实践中，考虑到家庭暴力受害人普遍

举证能力比较弱，人民法院应当进行适当的释明，

告知当事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据。 

（八）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的问题 

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被申请人

理应严格遵守，不再实施家庭暴力。如果被申请

人在保护期内仍然实施家庭暴力，则不仅是对家

庭成员人格权的再次侵害，也是对司法权威的漠

视，应当坚决依法惩治。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

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

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 15日以下拘留。 

据调研了解，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违反后受到的惩罚力度较弱，

一般只能是训诫、1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 15 日以

下拘留，对施暴方起不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反家

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虽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实践中对于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能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存在

不同认识，需要对构成何种犯罪进一步明确。 

经研究，我们认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主要理由是： 

1.从适用对象看。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

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针对的是“对人民

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

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定，

属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畴； 

2.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反家庭暴力法第三

十三条和第三十四条均规定了刑事责任的承担问

题，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十四条规定

了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第三十四条主要是对

人身安全保护令本身的保障。当然，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一般情况下是再次实施了家庭暴力。

如果通过实施家庭暴力的方式违反人身安全保护

令，则可能同时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甚至故

意杀人罪等，具体定罪量刑还要考虑犯罪竞合的

问题； 

3.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本身情节严重的，可

以按照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这是反

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立法初衷，不存在

破坏刑法谦抑性问题。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规定，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

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

施后仍拒不执行的，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定罪量刑。第 3 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

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

案审理：（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

控告，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

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被申请人违反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与上述情形相比，在行为特点上

有相似之处，可以作一定程度的类比。 

据此，《规定》明确，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以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从而将违反人身

安全保护令行为本身纳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适用范围，更有针对性地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增

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威性，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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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条只解决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本身能否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

问题，至于是否与其他犯罪构成竞合，需要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为避免产生歧义，该条后半

段规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照刑法有关规

定处理。之所以作此笼统规定，主要考虑是《规定》

并非刑事法律适用司法解释，具体的刑事裁判规

则，比如犯罪竞合等问题，在相关刑事司法解释

中均有明确规定，故在条文表述上仅笼统性地作

出转引性规定，未作具体规定。实践中，在构成犯

罪竞合的情况下，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处罚。 

降低举证门槛给反家暴画出大保护圈 

2022-07-21   人民法院报 李英锋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21/content_219139.htm?div=-1 

清晰、具体、简易的家暴证明形式和标准能有

效指导审判实践，消除审判分歧，统一审判共识，

增强审判工作的规范性、公正性。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办理人身安全

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或

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时，可以有意识地留存、

收集电话录音、短信等证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时向人民法院提交。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暴的重要措施，也是

一项非诉法律措施，具有应急、简易、快捷的特点，

当事人如果遭受了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就可以依据反家庭暴力法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堪称反家

暴的“法律隔离墙”，可以在家暴者与受害者、

受威胁者之间建立安全距离，有效制约、拒止家

暴者的施暴行为或威胁行为，保护申请人的人身

安全权益。 

为了保障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范性、准

确性、权威性，法院需要根据相关证据，对申请人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

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评估确认，只有这种可能性较

大时，才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但以前家庭

暴力事实的证明标准比较原则、笼统，不够清晰，

法院在定性家庭暴力、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存

有一定的难度。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

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

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

定家庭暴力事实。但上述证据并不容易获得，有

相当一部分申请人因为无法提供上述证据在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时被法院驳回，限制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作用的发挥。 

《规定》针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非诉程序特

点，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与民事案

件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加以区分，明确签发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不

需要达到“高度可能性”。本着这一理念，《规定》

瞄准家庭暴力的发生特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列举了十种证据形式，给出了明确具体的

证据种类、范围和标准，并将民众易获得的电话

录音、短信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被申请人曾出

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

妇联组织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等纳入家暴

证据范围，降低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人的举证

门槛和举证难度，减轻了申请人的举证负担，可

以给反家暴画出更大的人身安全保护圈，可以将

更多受到家暴伤害或威胁的人纳入人身安全保护

令这把“法律保护伞”。 

清晰、具体、简易的家暴证明形式和标准既能

有效指导审判实践，消除审判分歧，统一审判共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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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增强审判工作的规范性、公正性，也能为家暴

受害人日常留存、收集证据提供清晰的指引。而

受害人越容易获得有关证明家暴的有效证据，就

越能对施暴者起到震慑和反制的作用。 

《规定》在当事人提供家暴证据一环彰显了

包容原则，这种包容体现了对家暴受害人的关爱

和保护，也体现了对家暴零容忍的态度。各级法

院应加强对《规定》的宣传工作，全面提升民众的

反家暴意识，教育引导民众提升举证能力，善用

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法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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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财富管理专题 

家族战争 | 葵花药业 vs 沃尔核材双案例（上）：家族企业致命夫妻的

“离婚后遗症” 

原创：2022-07-18   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高皓，安静 

https://mp.weixin.qq.com/s/WtDGNziBuxoaxm0QcWaiXg 

在家族企业中，由于企业与家族的双重属性，

因家族冲突导致的风险往往无孔不入。而家族中

的夫妻、姻亲、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往往最容易

引发冲突，甚至上升至家族战争，由此也会引发

家族企业的系列问题，包括股权之争、控制权之

争、财富之争和家族传承等典型问题，甚至会带

来毁灭性后果。“家族战争”专题通过解析中国

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的华人家族企业案例，在

全面呈现跌宕起伏的家族恩怨故事的同时，揭示

家族战争引发的隐性和显性的系列风险和难题，

本专题从家族和家族企业两大维度，基于双案例

研究，进行跨地域的比较分析。栏目致力于从家

族企业的企业实务和学术研究双重角度，给中国

家族企业以警示与启发，并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 

我们首先从“家族企业的夫妻相争之殇”开

始。这些悲情企业家夫妻的恩怨情仇有诸多共同

点：他们都曾是联手创业的患难夫妻，将婚姻和

事业深度捆绑，荣辱与共；他们都幸运地成为改

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公司成功上市，家族财

富和企业资产融合成坚实的利益共同体；但如今，

当夫妻感情破裂、分道扬镳之时，离婚后产生的

破坏性冲突却不断升级，上演了一场场惨烈的

“离婚之战”，同时也成为“离婚后时代”的家

族企业治理模式的风险隐患。 

在“家族战争-夫妻相争之殇系列”中，我们

选取的五组离婚案例包括：离婚多年后又引爆新

冲突的真功夫和地素时尚、葵花药业和沃尔核材

的案例，处于漫长而痛苦离婚拉锯战中的霸王集

团和当当网的案例等，因离婚资产障碍而引发的

持续了长达十年的系列诉讼案的蓝翔技校和中证

万融，以及离婚后夫妻二人因离婚而引发的争夺

公司控制权、一方遭罢免或开除的高特佳和南菱

汽车。在前两期中我们连载了真功夫和地素时尚

的双案例,本期解读第二个双案例中的葵花药业。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离婚”涉及企业家的

私人事务及敏感话题，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无意针

对研究的个案窥探家族隐私、评判是非曲直，而

是希望通过客观分析婚姻破裂给家族企业带来的

巨大伤害及发展过程，反思如何维护创之不易的

家族企业，给其他家族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无独有偶。2020年 4月，两家深交所上市家

族企业均发布大股东减持公告，葵花药业（002737. 

SZ）实际控制人关彦斌和沃尔核材（002130. SZ）

股东邱丽敏将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在半年

内分别减持 2.51%和 2%。2020年 7月两家几乎又

同时公告，二人均已经完成减持 1%，其中葵花药

业明确表示关彦斌减持是为了履行与前妻张晓兰

离婚协议中相关财产支付约定。 

这两家公司一家总部在哈尔滨，一家总部在

深圳，一南一北相望，近两年均因离婚案备受关

注，同步演绎着旷日持久的“离婚后遗症”。两

家企业均是夫妻搭档从 1998年开始共同创业，又

都是在公司上市三年左右夫妻二人低调离婚，女

方以放弃上市公司股权及控制权的方式退出。但

都是在离婚几年后重新出现新的争执，局势骤变。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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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对夫妻都有重组婚姻的问题，且家族成员都

在冲突后临危授命。 

关彦斌与张晓兰可谓“最惨烈”的离婚夫妻。

2017 年 7 月 12 日宣布离婚时，上市公司披露的

是张晓兰净身出户，将自己名下股份悉数转给关

彦斌，彼时看似和平分手。但据《经济观察报》

(2019)报道，2018年 12月 22日，关彦斌手持菜

刀向前妻张晓兰暴砍四刀，而后自杀未遂，令人

震惊。关彦斌随后辞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直至 2020

年 7 月 16 日以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与之相比，邱丽敏和前夫周和平则显得“和

平”很多，2009年夫妻离婚之后多年仍难分难舍。

在 2014年举牌长园集团的资本运作中，周和平一

边携手现任妻子易华蓉，另一边联手前妻邱丽敏

形成一致行动人，共同上演了一场长达四年的并

购大戏。但邱丽敏却在 2019年 7月也就是离婚十

年后旧账新算，将周和平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一

分为二，致使周和平失去实际控制人地位，从而

最终去职董事长。这究竟是二人 10年利益联盟达

成的某种协议，还是邱丽敏在争取新的利益？我

们尚不得而知。 

表 1 葵花药业 vs 沃尔核材企业和家族对比简表 

 

这组案例的两对离婚夫妻有一个重要的共同

点，即都受到了重组家庭的显著影响。重组家庭

及多个孩子的客观现实使得家族关系更加错综复

杂，使家族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多重性变得更加复

杂。家族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既影响

了矛盾纠纷的有效解决，又影响了家族财富分配

及企业接班格局。家族冲突最终以公平感冲突和

代际传承冲突的形式爆发出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家庭结构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深刻变革。《中国家庭发展

报告 2014》显示，家庭关系正在从传统的关系转

变为民主平等的新型关系，具体表现包括：从血

亲主位转变为婚姻主位，家庭关系轴心从血亲纵

向关系转变为夫妻横向关系，从父系父权转变为

夫妻平权和亲子平权，从男性家长专制转变为家

庭民主决策，妻子在家庭事务中拥有平等的发言

权和决策权等特点。 

但与此同时，婚姻模式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从而带来更复杂的家庭关系及结构。据民政部发

布的《2017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依法

办理离婚手续的年度统计数字从 2010年的 267.8

万对增长到 2017年的 437.4万对，离婚率从 2‰

增长到 3.2‰，呈明显增长态势。离婚带来的家庭

结构典型变化之一就是形成重组家庭，从而呈现

出家庭人数较多、结构较复杂的特点。 

中国企业家的婚姻状况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转

型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人生观与价值观剧变的

时代，企业家的婚姻关系更加脆弱，也更加复杂。

伴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不少企业家的家庭都形

成了多段婚姻关系的复杂家庭结构，这直接导致

了家族企业的股权与控制权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变

性等结构特点。 

在本组双案例中，关彦斌的重组家庭结构展

示了复杂性：2位前妻、1位非婚情人和 6个同父

异母或同母异父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和继子女

关系）。当前家族企业的决策者是关彦斌与前妻

所生的两个女儿关玉秀和关一，张晓兰则放弃了

上市公司股票而选择了现金补偿。周和平已组建

了新的家庭，前后两任妻子的利益平衡及儿子传

承等复杂的家庭考量，显著地影响了沃尔核材的

企业和投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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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婚姻通常具有更高的复杂性，有研究

以“合并企业”来形容这种联盟关系，类似将两

个彼此不同的经济体合并为一个经济体，相互关

联，甚至形成从属关系（Deborah，1979）。重组

家庭建立在原有的经济和历史基础上，将双方原

本已建立的经济关系带入新的婚姻之中。在重组

过程中充满着压力，冲突无法避免（Fishman，

1983）。在这种特殊家庭中，孩子问题和财务问题

是影响稳定性和生活质量的两大要素（Pasley 等，

1994）。特别是在前一段婚姻中有孩子的重组夫

妇，他们不仅有一般性的家庭问题，还有潜在的

财务问题，包括子女抚养、前一段婚姻的债务、家

庭成员数量的变化以及两个家庭合并的相关开支

等。复杂的家庭更有可能不是共享资源，而是按

照血缘关系来重新划分资源（Coleman 等，1989）。 

在本组双案例中，我们延续了上一组双案例

的研究方法，首先从事实出发，进行单案例描述，

再进行双案例对比分析。葵花药业案例仍通过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和时间序列法，还原

分析离婚事件和冲突过程。但沃尔核材与离婚相

关的公开信息有限，我们尚无法还原完整的冲突

升级过程和细节，因此仅作为辅助案例，探讨由

离婚引发的重组家庭、离婚赔付、分割股权以及

离婚补偿协议等系列问题，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

重组家庭中较为复杂的二代财富传承、股权传承

和接班等系列问题，并进行比较研究。 

案例一 葵花药业关彦斌 vs 张晓兰: 

“现金换股权”的致命分手记 

2020 年 7 月 17 日葵花药业发布公告，创始

人关彦斌一案 7月 16日作出一审判决，关彦斌犯

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耗时整整三

年，关彦斌离婚案最终以一场血案真正揭开幕后

真相，终究难逃残酷的夫妻之争。一时被赞誉的

“A股中国好前妻”，最终却反目成仇，对簿公堂。 

作为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关彦斌为确保其实

际控制人地位，与张晓兰签订了台面上的上市公

司股权无偿转让的离婚协议并公告，而同时又达

成桌面下的现金离婚赔偿“抽屉协议”，以“阴

阳合同”方式完成了夫妻财产分割。离婚当天，

关彦斌便开始股权质押及减持等一系列资本运作，

以“现金换股权”谋求张晓兰放弃股份，从而让

她在上市公司层面净身出户。但 2018年正逢股市

行情低迷，股票套现计划面对巨大的流动性压力，

使得关彦斌内外交困。葵花药业最终也因关氏家

族的内部冲突和离婚纠纷，引发严重的企业经营

风险。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是一种冲突升级

理论，强调卷入冲突的各方施加的情境压力，以

及冲突关系之内在逻辑的产生机制（Jordan，

2000）。我们在“家族战争-夫妻相争之殇系列”

中选取了多个家族冲突案例，将此模型应用于家

族战争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从而更生动地展现不

同阶段之突破升级机制的触发点，再深入解析冲

突事态升级过程的内在逻辑和模式，希望给读者

带来启示。 

离婚协议是夫妻二人在终结婚姻关系时自行

达成的协议，原本你情我愿即可。但作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离婚因涉及财产分割，可能会引

起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并对包括中小股东在内

的众多利益相关方产生影响，因此已经超越了家

族内部事务的范畴，成为公共事件。在上市家族

企业控股股东的离婚事件中，当事人特别要厘清

离婚协议的边界，既要进行合理的夫妻财产分配，

又要综合考量员工、产业链和中小股东等相关方，

以应对离婚股权分割及由此带来的控制权变化对

上市公司产生的深层影响。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视角下的伤妻案始末 

“关彦斌和他的葵花药业走过的路程是整个

中国企业改革的缩影。起步的艰辛，发展的曲折，

转产的坎坷，转制的险阻，都是王作龙笔下有声

有色的故事。是喜剧，是悲剧，又是闹剧；是言情

剧，是侦探剧，又是武打剧。”这是关彦斌的个人



14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传记《悬壶大风歌――关彦斌二十年光大国粹构

筑葵花中药王国风云录》一书中所写，最终一语

成谶。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以下简称“升

级模型”）由三个阶段、九个步骤组成， 显示了

冲突在不同阶段的迹象和症状，可以帮助我们深

度理解越来越复杂的负面动力。虽然此模型呈现

为“阶梯式”，但其本质则是“螺旋式”上升，

由某个事件引起负面情绪， 激发攻击性行为，再

强化负面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开始新一轮

的冲突周期。冲突本身亦存在正反馈机制，裹挟

着巨大的能量和惯性，越升级越容易陷入新的陷

阱，加剧已有的紧张局势。冲突一旦开始，其升级

动力要比停止、缓解或解除更强烈，因此双方需

有坚定的意志和巨大的勇气才能解决冲突（Glasl，

1982）。 

“升级模型”冲突理论还发现，冲突升级的

过程是逐步发展到紧张与复杂局面的。在一段时

间内，冲突会显示出特定阶段的迹象，但双方并

没有引发进一步升级的风险。每一阶段的强度都

会以某些特性为标志，当经历某些明确的门槛后

才会升级到下一个步骤，甚至有可能直接升级到

冲突更激烈的下一个阶段。因此，当我们进行冲

突管理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一旦跨过

下一个门槛后，就可能会发生严重后果，而如果

能及时止步，就能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Glasl，

1982）。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Thomas Schelling 的冲突理论将冲突的门槛或阈

值定义为“期望焦点”（ Focal points of 

expectation），即分析冲突中对双方都具有明确

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Schelling，1957）。在

“升级模型”中，这些阈值则被形象地比喻为

“堤坝”，当洪水不断上涨溢出或冲破堤坝时，

冲突才会升级到新的阶段（Glasl，1982）。 

我们将该理论应用于家族企业研究时，就会

发现夫妻关系在家族关系中看似最紧密，实则最

脆弱，是家族战争中最易爆发的战场。脆弱之处

在于，创始人夫妻的婚姻关系一旦破裂，家族企

业就势必面临解体的风险。从“情-理-法”和

“权-钱-名”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是交叉最多、

纠缠最深的关系。曾为爱情与事业等共同目标结

合的夫妻，当感情开始由浓转淡之时，再强韧的

关系也有可能走向消亡。 

我们以“升级模型”解构葵花药业的夫妻之

争――关彦斌和张晓兰的离婚案和伤妻案，就会

发现冲突关键事件与“情-理-法”、“权-钱-名”

成为冲突的内在逻辑和动力。当然，复杂的家族

冲突在每个阶段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理-

法”、“权-钱-名”的影响，我们在本文中着重

分析不同阶段表现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因素。 

 

图 1 “格拉斯尔冲突升级模型”视角下的葵花之争 

第一阶段冲突从“情”的层面引发，关张因

情变而出现婚姻危机。关彦斌仍想达成和解，把

握公司控制权，婚姻解体时张晓兰选择拿钱退出，

而关彦斌选择保有企业控制权，从而实现“双赢

阶段”；第二阶段离婚补偿的兑现过程中，出版

《悬壶大风歌》引发了新一轮的“名”和“理”

之争，张晓兰要求还原历史真相，尤其是她对关

彦斌创业及葵花药业做出的历史贡献；第三阶段

关彦斌因为故意伤妻案，最终不得不走向法庭，

进入“法”的层面，而前妻的进一步赔偿诉求在

“钱”的层面上继续升级。 

在“权-钱-名”之争中，张晓兰全然放弃了

企业之“权”与夫妻之“名”，得到的补偿则是

“钱”。这场本已失去平衡的博弈，也成为张晓

兰的最后一搏。家庭地位的丧失，巨额财富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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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彻底退出为之奋斗了 20年的葵花药业，内心

的不甘难以抚平。曾经的恩爱夫妻如今拔刀相见、

彻底决裂，在惨烈的家族战争中难言赢家。 

冲突理论强调冲突中具有无意识和潜意识的

特征，这给既有冲突增加了无法控制的能量，升

级过程犹如小船从一个激流到另一个激流。顺流

而下很容易，但逆流而上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冲突干预时需要更为强大的能量（Glasl，1982）。

在家族企业冲突研究领域，洞悉这种能量及流向

非常重要，例如对于本案例，尤其是进入第三阶

段拔刀相向的伤妻案后，便犹如堤坝决堤后的

“洪水”，更加难以解决。 

01 第一阶段：从写悔过书到“ 现金换股权”的“双

赢阶段”（2014.8—2017.7） 

在“升级模型”第一阶段，关彦斌和张晓兰

早已发生情变，二人“关系恶化”开始，但因正

值上市关键期等外部因素，离婚过程跨越了整整

三年。据《经济观察报》（2019）报道， 早在 2014

年张晓兰得知关彦斌出轨女助理之时便曾提出离

婚，但关彦斌百般挽留。2014年 8月 30日他在青

岛手写《悔过书》，承诺如果离婚，财产的一半将

归张晓兰，同时孩子的抚养费由他承担。时值葵

花药业上市前的关键时期，推测关彦斌为避免节

外生枝，当时已初步达成离婚后平分财产的协议。 

在第二步骤“激烈争辩”中，双方达成暂时

和解，就出轨及财产分割这两大关键问题进行了

激烈的辩论及谈判，以相对理性的态度提出了具

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虽然双方已经产生了不信

任感、不安全感和失控感，但仍然有着共同的利

益和目标，在合作与分裂之间徘徊。此类事件积

累了张力，和解方案也是为了控制对方的行为，

达成合理妥协，但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Jordan，

2000）。 

据《经济观察报》（2019）报道，到 2017年

时关彦斌已与女助理育有一儿一女，而张晓兰在

香港的生活资金开始紧张。此时葵花药业上市近

三年，已经稳定，二人开始进入“放弃谈判，开始

行动”的第三步骤。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话和谈

判已失去意义，行动和非语言交流开始支配冲突

的发展。双方也不再将合作作为共同目标，而是

开始寻求各自的利益（Jordan，2000）。外在表现

为二人分道扬镳，当年 7 月正式宣告离婚，根据

7月 7日葵花药业公告，夫妻已经办理离婚手续，

签署三份《股份分割协议》，张晓兰将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全部转给关彦斌，包括直接持有的 0.22%、

通过葵花集团持有的 0.76%及通过黑龙江金葵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葵投资”）持有

的 4.03%（见图 2）。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此变

为关彦斌一人。 

 

图 2 张晓兰转让股权之前的葵花药业股权结构 

此后外界虽有诸多猜测， 但二人均低调处理，

虽然葵花药业股价短期明显下跌，但在 2017年 7

月至 8 月上旬达到低谷期后，8 月下旬股价开始

上涨，9月末恢复了明显增长，离婚风波渐渐被市

场遗忘，张晓兰亦被媒体称为“A股中国好前妻”。 

《经济观察报》（2019）最终证实关彦斌应支

付张晓兰离婚赔偿 9 亿元，此外还将支付儿子抚

养费 1亿元，总计 10亿元。如果不计算其他未上

市公司资产及不动产，仅就上市公司股票分割而

言，大体上属于夫妻平分。关彦斌以“现金换股

权”方式，实现了张晓兰全面退出上市公司的目

标。 

从“情-理-法”和“钱-权-名”的角度，此

阶段明显由情变导致冲突升级。关彦斌希望维持

上市公司的股权和控制权，达成在“情”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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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冲突动力下“升级模型”的“双赢阶段”，

双方动机由最初的合作转化为分裂。虽然离婚并

非皆大欢喜的输赢之争，但从关彦斌如愿以偿获

得上市公司股权和控制权，张晓兰获得 10亿元现

金赔偿的解决方案来看，这个阶段的确实现了一

定程度上的“双赢”，可谓各得其所。 

02 第二阶段：巨额偿付资金压力下的“一方获胜”

（2017.7—2018.11） 

在进入第二阶段第四步骤之后，关张二人仍

然“关注于形象和联盟”，而关彦斌通过股权质

押和减持支付双方商定的 10亿元离婚赔付，以换

取张晓兰有序退出葵花系。 

“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从

“名”的角度，张晓兰放弃身后名，不再是结发

之妻，也不再是葵花药业的股东和董事。据《经济

观察报》（2019）报道，2017 年底，《哈尔滨日

报》高级记者王作龙所著的《悬壶大风歌》一书出

版，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再现了关彦斌和葵花药业

的发展史，但其中对张晓兰仅一笔带过：“作为

关彦斌坚定的支持者，张晓兰辞去公职，夫妻并

肩创业，但后来因为二人对企业方向有分歧而离

婚。”2018 年 5月，张晓兰回国参加葵花药业改

制成立 20周年庆祝大会，每位参会人员都获赠一

本《悬壶大风歌》。张晓兰认为这本书没能真实呈

现她对于葵花药业的贡献，这也是伤妻案当天他

们交流的主题之一，“没能够正确对待我（的作

用），写我的事情。我说我可以写一个我的 20年，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如实写上你的名字、你秘书的

名字，你同意吗？”双方的冲突由此开始进入到

“升级模型”的“丢面子”步骤，即一方导致另

一方在公众面前丢面子。当一方感觉待遇、尊重

和名誉在公共场合被有意冒犯时，冲突就会升级

（Jordan，2000）。 

张晓兰作为关彦斌的第二任妻子，在葵花系

版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据《每日经济新

闻》（2019）报道，张晓兰曾是处级公务员，为人

“讲究大气”。张晓兰扮演夫唱妇随的角色，为

人低调，在公开资料中鲜有其报道。据《经济观察

报》（2019）报道，张晓兰出生于黑龙江，与关彦

斌经历极为相似，所走的都是从部队到机关再到

企业的路径，从部队复原后到沈阳政府部门工作，

官至正处级干部。 

1995 年，关彦斌与第一任妻子马丽华离婚。

1996年，张晓兰辞去公职，来到黑龙江，加入五

常塑料厂，主要负责政府项目和政府关系等事务。

1998年，关张二人结婚。五常葵花成立之时，张

晓兰对《经济观察报》（2019）表示自己功不可没：

“买五常制药 1000多万元的资金，借贷是我帮他

完成的。”此后，她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供应部

经理、副总经理、董事等职，负责企业形象、物流

采购仓储等工作。因此，张晓兰提出的三个诉求

之一便是“实事求是地还原案件过往的历史”。 

我们推测“现金换股权”模式的依据是，关

彦斌通过股权质押及减持的一系列套现操作，如

期支付离婚补偿。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11 月，

关彦斌先后进行两次股票减持，但却一再延迟了

股票质押的解除。尤其是 2018 年 11 月，资金压

力也一再升级，延迟了之前的股权解押，而进行

了第二次股票减持，达到相当高的资金压力点。

我们稍后将会对此进行进一步详细分析。 

进入“升级模型”第六步骤“威慑性战略”

时，双方使用的威胁战术占据主导地位，冲突加

速并导致强烈的压力感。双方开始采用“危机决

策模式”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从“情-理-

法”和“钱-权-名”视角来看，“名”和“理”

驱动了冲突升级，张晓兰认为其理所当然有资格

要求正名。虽然关彦斌如期支付了离婚赔付金额，

但股票质押与减持形成的巨大现金流压力，已对

其造成了“有限的破坏性打击”。虽然表面上实

现了“一方获胜阶段”，但从冲突阶段来看尤其

在伤妻案发前的这段时间内，二人关系的内在压

力可能已经达到关键的“期望焦点”节点，情绪

与压力等上升到阀值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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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阶段：伤妻入狱，同归于尽（2018.12—

2020.7） 

“他朝我走过来，我坐在凳子上，不知道他过

来干什么。他一把把我拽过去，搂住我的头，拿出

菜刀，就砍我的脖子……”这不是凶杀小说的杜

撰情节，而是《经济观察报》（2019）报道中张晓

兰对 2018年 12月 22日案发现场的亲口自述。 

可怜关张二人只有 11岁的小儿子，成为这场

血案的第一个目击者。2018年 12月 21日，黑龙

江大庆市张晓兰父母家中，本是热热闹闹、迎来

送往的一天，除了关彦斌及其保镖，还有张晓兰

的父母和其他亲友等 10多人。当前述一幕发生后，

第一个跑进房间现场的就是他们刚满 11 岁的小

儿子。张晓兰被关彦斌暴砍四刀，当张晓兰的弟

弟张明给张晓兰用毛巾包扎伤口的时候，关彦斌

又先后两次拿出刀刺向自己的胸口和脖子。2018

年 12 月 28 日，关彦斌突然提出辞去上市公司董

事、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2019年 1月 29日，关

彦斌被黑龙江大庆市公安局东湖分局以涉嫌故意

杀人罪逮捕。直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澎湃新

闻》（2019）首次曝光关彦斌伤妻案，引发股价动

荡。从关彦斌辞职到被媒体曝光伤妻案的三个月

内，葵花药业一面低调封锁消息，一面暗度陈仓，

安排关二代接班事宜。2019年 6月 28日，《经济

观察报》（2019）披露出半年前那场血案的经过。 

一年后，关彦斌因“故意杀人罪”在一审中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辩护律师称关彦斌存在精

神类疾病，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且有自

首情节，但并未被法庭采纳。这一年里双方对峙

良久、互不相让。前妻死里逃生，前夫锒铛入狱，

两败俱伤，无异于走上“同归于尽”的不归路。 

在冲突理论的问题诊断中，出现暴力及消灭

对方的情况时，说明冲突已升级为最严重的级别，

可谓一场真正的“家族战争”（Fahed-Sreih，

2018）。尤其是发展到“升级模型”的第九步骤

“同归于尽”，一切都走向对抗，冲突发展至以

一方的彻底崩溃而终结（Glasl，1982）。在此阶

段，由暴力伤害正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同时寻

求进一步的民事赔偿，表现为以“法”与“钱”

为主要“期望焦点”的冲突特征。 

张晓兰在接受《经济观察报》（2019）采访时

明确表示，自己的诉求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关

彦斌就伤人案进行充分的道歉，二是要求实事求

是地还原案件以及过往的历史，三是给予她和她

的家人充分的赔偿。”而就离婚赔偿而言，早在

2018 年关彦斌便进行两次减持及多次股权质押，

虽然未公告原因，但大概率是为了支付离婚赔付

的 10亿元。 

而伤妻案曝光之后的 2019 年 4 月 29 日，葵

花药业发布公告称，张晓兰已将关彦斌告上法庭，

要求冻结其直接持有的 3.30%葵花药业股份，原因

是关彦斌仍有 2.5亿元离婚赔偿及 6000万元儿子

抚养费未按期足额支付。 

由此可见，在进入“双输阶段”尤其是伤妻

案之后， 关张二人的冲突便如同洪水肆虐， 不

可阻挡， 将二人彻底拉入同归于尽的绝境。“升

级模型”将此作为冲突升级的最后阶段――歼灭

敌人的冲动是如此强烈， 甚至连自卫的本能都被

忽视了。即使是以牺牲自己，甚至以牺牲组织、团

体或个人的生存为代价也在所不惜（Jordan，

2000）。 

关彦斌强势控制的葵花系版图 

“关彦斌属于那种英雄不甘寂寞的人，他这

一辈子注定得折腾，不折腾个天翻地覆，他不会

罢休。因为，他血管里流淌着马背民族的热血，骨

子里浸透了血与火熔炼的桀骜，精神里充满了进

取，有着一战成名的热忱。”《悬壶大风歌》一书

中如是描述关彦斌。 

作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关彦斌

的创业史成为中国民企发展的缩影。在事业生涯

的前半段， 关彦斌是折腾在时代前沿的尝试者；

事业生涯的后半段，则在葵花药业创业拼搏。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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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濒临倒闭的国有药企黑龙江省五常制药

有限公司停产已长达 9 个月，负债 839 万元，开

始挂牌出售。关彦斌半路杀出，代表原塑料有限

公司 46 个自然人股东，购买五常制药相关资产，

正式改制为黑龙江省五常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表 2 关彦斌创业经历表 

 

2014年 12月 30日，葵花药业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招股书显示 2010年葵花药业的

控股架构设计中，设立了两大控股平台葵花集团

和金葵投资，葵花集团持有葵花药业 55.49%股份，

股东为原来五常制药的原 50名创始股东，其中关

张二人持股高达 51.85%。2010 年 5月成立的金葵

投资持有葵花药业 5.48%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为张

晓兰，共有 159 名自然人股东，其中关氏家族成

员包括关彦斌、张晓兰及关彦斌的父亲、女儿、侄

女、继子等（见图 3）。 

 

图 3 关氏家族控股架构图 

葵花药业的控股架构、家族涉入及董事会席

位等都体现了较强的家族控制。张晓兰全身退出

之后，关彦斌通过全面布局两个女儿的接班，继

续进行强势控制。葵花药业采取了金字塔股权结

构，葵花集团和金葵投资控制超过 60%的股权。这

样的持股架构对于关彦斌而言确保了上市公司控

制权，在离婚时并不需要直接对上市公司的股权

进行分割，从而避免了给上市公司带来剧烈震荡。 

葵花药业的发展围绕着以关彦斌为首的关氏

家族展开，逐渐形成家族强势控制的版图。关彦

斌三弟关彦玲、四弟关彦明为首的核心高管，包

含父亲关金凯、女儿关一和关玉秀、侄女关玉楠

等在内的家族控股架构，以及涉及医药、房地产

等多元化布局的家族产业等都充分展示了关氏家

族的强势控制（见图 4）。 

 

图 4 关氏家族谱 

关彦玲和关彦明是支持关彦斌一路创业的重

要家族力量，《悬壶大风歌》一书中描写三兄弟的

职业路径相近，都曾当过机关干部，在关键创业

节点上辞去公职，为关彦斌冲锋陷阵（见表 3）。

三弟关彦玲现任葵花药业董事、葵花集团董事，

还担任葵花系其他产业的重要职位，如哈尔滨葵

花商贸城、黑龙江葵花物业和黑龙江葵花房地产

等公司的董事职务。关彦明则在后期一直紧随关

彦斌创业，作为五常葵花最初 46 个自然人股东之

一，持股达 4.18%，是仅次于关彦斌的第二大股东，

担任葵花药业董事等关键职位。关彦明与女儿关

玉白同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关彦明持股为 35%，关玉白持股为

45%，而该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公司近 30 家，

自成庞大的医药版图。 

表 3 关氏家族势力表 

 

关彦斌一直担任董事长及总经理一职，董事

会则一直保持家族成员与创业元老组合的董事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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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局。2019年 1月 31日，关玉秀、关一、关彦

玲分别担任葵花药业董事长、董事兼总经理及董

事职务，家族成员占据了 1/3 的董事席位（见表

4）。而其他董事则是关彦斌多年的创业元老，如

刘天威是自 1996 年便开始跟随关彦斌在塑料厂

工作，与关彦明、关彦玲一起被称为销售三驾马

车，历任黑龙江葵花药业（伊春）有限公司总经理

等职，是关彦斌最器重的非家族成员之一。 

表 4 葵花药业董事会席位变化 

 

巨额离婚偿付下的隐性财务冲突 

刚开始，关张离婚仅在家族及企业内部发酵，

外界无从得知细节。在此我们通过复盘离婚事件

与企业相关联的系列关键事件巧合，来推演离婚

赔付路径及可能出现的矛盾点，进而分析伤妻案

前后从冲突上升为家族战争的逻辑与动力。 

冲突理论发现冲突可以表现在显性和隐性区

域，没有被公开承认的冲突并未出现在公众视野

中，但会以容忍、谣言、八卦等形式呈现。而显性

则表现在公开、直接的公开区域， 会以公开抱怨、

关键事件、诉讼、仲裁和暴力等方式显性化

（Fahed-Sreih，2018）。家族企业的冲突更加微

妙而隐密，许多始于家族内部，却以完全不同的

方式显化在企业层面，等到升级至公众层面时，

早已酝酿良久而失控爆发。 

关张二人的离婚冲突虽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

的表现，但有一条始终贯穿的主线就是“钱”，

在隐性区域表现为婚姻资产，在显性区域表现为

葵花系的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金钱与婚姻的

学术研究发现，金钱与婚姻中的“隐性问题”密

切相关，如平等、权力和控制等（Dew，2011）。

存在问题的婚姻中冲突策略与经济分歧密切相关， 

金钱将成为少数影响离婚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

（Jeffrey 等，2012）。 

葵花药业上市后，关彦斌和张晓兰作为葵花

药业的实际控制人，直接及间接合计持股 75.73%。

从最初的创业伙伴，再到葵花系版图初步构建完

毕，二人财富迅速增加。2015年，关彦斌以 55亿

元身家位居胡润百富榜第 668位，2016年以 45亿

元位列第 890 位。在葵花系其他非上市公司的业

务版图中，张晓兰以个人名义持股比例较小，如

成立于 2007 年 8月的葵花房地产公司，葵花集

团持股 61%，张晓兰持股 29%（见图 5）。离婚后

张晓兰把股权悉数转给关彦斌，彻底退出非上市

公司。 

 

图 5 葵花集团架构图 

从关张二人的交涉中可见财务问题对离婚的

影响。据张晓兰向《经济观察报》（2019）透露，

是她在 2017年主动提出离婚要求的：“因为我当

时在香港生活，消费非常高，生活费很高，他就不

给我钱了。我就觉得这是个问题，如果要延续下

去的话，我就没法生活了。他这种状态，婚姻价值

不太大了，还不如在这个时间内保证自己的生活。”

根据分配公平理论，不公平感预示着经济上的分

歧。对财务不平等的感知会先于财务分歧，形成

激烈争论和冷静讨论这两种不同的冲突风格特征

（Jeffrey等，2012）。张晓兰与关彦斌最终在经

济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分歧，使他们从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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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静讨论走向激烈争论，并成为最终结束婚姻

关系的驱动力。 

关彦斌“以现金换股权”的资金运作方式 

学术研究表明，企业家的家庭和婚姻特征将

会影响上市家族企业的财务决策，而夫妻双方的

相互配合、共同决策将会使家族企业的决策更加

谨慎稳妥。夫妻关系是影响夫妻股权配置，进而

影响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因素。夫妻共

同持股公司的风险决策倾向于更保守，包括金融

杠杆水平更低，发行债务的倾向更低，对净增加

的债务规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盈利波动性也显

著更小，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更低（肖金利 等，

2019）。 

我们由此分析关张离婚前后葵花药业的资本

结构，发现二人离婚前并未进行太多资本运作。

2014 年 12 月上市之后二人持有的股份处于三年

禁售期内，从未进行股权质押。即便考虑到分红

等因素，关彦斌也不可能拥有 10 亿元的资金量。

于是，关彦斌在离婚当日，便开始了股权质押和

减持的一系列资本运作。推测关彦斌“现金换股

权”的主要资金路径为“质押融资-支付离婚赔

付-减持套现-归还质押借款-解除质押”。 

2017 年 7 月至 2019 年 4 月，关彦斌先后进

行了 18次股权质押，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了 2

次减持，套现总计 4.79亿元，而接盘者正是其一

致行动人葵花集团。关彦斌的套现总额包括股权

质押和减持股票两部分。股权质押部分以中小板

股权质押率 40%计算，股权质押贷款利率以 10%计

算（中小板股权质押贷款利率成本通常为 5%—10%，

在此取 10%）。我们通过关彦斌套现余额变化趋势

图，分析离婚赔偿中现金压力点，可见其套现金

额呈波动性变化，先增长后逐渐稳定，最高点出

现在 2018年 5月 11日，为 6.92 亿元。 

我们进而将关彦斌质押、减持与离婚等关键

事件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付款与退出的条件谈判

和时间节点（见图 6）。 

 

图 6 关彦斌股权质押/减持套现压力点（2017.7-

2019.5） 

第一阶段为 2017 年 7 月到 2018 年 4 月，关

彦斌支付离婚赔偿，换取张晓兰迅速撤出。离婚

当天，关彦斌便将其所持股份的 93.88%质押给海

通证券，套现金额约 5.64亿元。当天张晓兰便辞

去公司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并不再在其他各子

公司任职，其后 3 个月先后撤出葵花药业的各产

业板块。 

第二阶段为 2018年 5月至 2018年 10月，关

彦斌在股票解禁期之后，开始股权质押和减持的

双重套现，并以借新还旧方式进行融资，换取张

晓兰彻底退出。仅 2018年 5月 3日至 9日关彦斌

先后进行了三次质押，质押比例总计达其持股的

98.74%。5 月 10 日第一次减持 2%，套现约 2.77

亿元。5月 9日，金葵投资的工商变更记录中，张

晓兰的名字从股东名单上消失。 

第三阶段为 2018年 11月到 2019年 4月，关

彦斌进行了第二次减持，将持股比例从 13.18%降

至 11.38%，套现约 2.02 亿元。随后将其持有的

33.73%股份解除质押，还款约 1.2 亿元。12月 22

日，关彦斌伤妻案发生。之后关彦斌延期解除股

票质押，直到 2019 年 4 月张晓兰提起财产纠纷

案，此时关彦斌部分股份已经被法院冻结，这时

才解除了所有质押。自伤妻案曝光之后，葵花药

业一改之前公告的含糊说法，开始正式公告关彦

斌为了履行离婚协议财产支付约定，2019年 7月

和 2020年 4月两次计划减持股份共计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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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原本在关彦斌的布局中，通过股权

质押和减持的闪转腾挪，既能保有上市公司控制

权，又能消除离婚带来的资金压力。同时通过大

宗交易进行股票减持，由一致行动人葵花集团接

盘其减持的股份，仍然能确保控制权，实现股权

的平稳过渡。 

但百密一疏，“以现金换股权”方案看似干

净利索，却带来了资金压力风险，巨额离婚赔偿、

资金套现难度、资本市场变动以及公司运营压力

等接踵而至。关彦斌锁定了 9 亿元离婚赔偿金额，

尽管固定了负债额度，但由于股票价格是浮动的，

尤其是 2018 年公司遇到不期而至的不可抗力冲

击（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等），股票市场、信

贷市场和企业经营等下行压力巨大。浮动股价和

刚性负债的错配，最终因股权质押的杠杆效应放

大而遭反噬。 

复杂的重组家族利益格局和财富分配 

在夫妻冲突中最典型的冲突包括公平感冲突

和代际传承冲突，有研究发现公平感冲突似乎是

妻子最关心的问题，而在代际传承方面妻子亦很

关心（Danes 等，2004）。本案例中离婚后公平

感和代际传承的冲突将继续加剧，张晓兰失去公

司控制权之后自然对财富更加看重。据《经济观

察报》（2019）报道，伤妻案后张晓兰提出的和解

条件包括获得非上市公司的赔偿，但却与关彦斌

方谈判未果。 

企业和财富的传承往往是家族中极为敏感且

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在本案例中更是如此。据《每

日经济新闻》（2019）报道，关彦斌共有两段婚姻，

与第一任妻子马丽华育有两个女儿关玉秀及关一，

与第二任妻子张晓兰育有一个儿子关某某，而张

晓兰在上一段婚姻中所生儿子宋萌萌则为关彦斌

的继子。据《经济观察报》（2019）报道，张晓兰

披露关彦斌与女助理另育有一儿一女。案发当天

张晓兰与关彦斌就多段婚姻之事发生争论，“你

每一次结婚人家都会拿走你的财产，我结婚拿走

的就比较少了。但是你下一步如果再结婚，人家

那么年轻，还会再拿走你的财产。” 

 

图 7 关彦斌婚姻关系图 

由此来思考如葵花药业这样创始人存在多段

婚姻的家族企业中，其重组家庭的冲突和压力表

现为公平感冲突和代际传承冲突，而创始人再度

离婚时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葵花系版图中，

关彦斌对第一段婚姻两个女儿的接班路径可谓安

排周详，一开始便进入核心业务或职能部门锻炼，

后又进入两大控股公司出任董事等职务。而关张

二人的小儿子关某某在离婚协议中则获得 1 亿元

抚养费，未来接班安排尚未可知。 

从葵花系版图来看，张晓兰儿子宋萌萌持有

金葵投资 1.18%股份，但却并未在葵花药业任职。

宋萌萌通过持股、任职等方式涉入医疗健康、商

贸和房地产等其他产业，但持股比例有限。离婚

之后，宋萌萌相关的企业任职也未有变化，没有

直接受益于葵花系。 

在两个女儿的接班规划上，关彦斌早有谋划，

一直把她们带在身边培养。二人都经历了典型的

“基层-管理层-董事会”的家族企业内部培养路

径，大学毕业后直接回到葵花药业，先从基层业

务部门岗位开始锻炼，再分管葵花系非主业公司，

以家族企业的内部创业模式发展职业生涯，之后

逐渐晋升到控股公司或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最

后再水到渠成地接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在股权分

配方面，上市前控股架构调整时，便通过控股公

司金葵投资进行间接持股分配（见表 5）。妹妹关

一则更早开始掌管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及儿童药

板块，在金葵投资的持股比例为 2.16%。在关张二

人离婚的第三天，姐姐关玉秀正式出任金葵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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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而妹妹关一则于两个月后正式成为上市

公司葵花药业董事。伤妻案之后，关一正式接任

上市公司总经理，宣告“关二代时代”的到来。 

表 5 关玉秀、关一、宋萌萌的接班路径及持股对比 

 

首先从股价变化来看，除关彦斌辞职后子女

接班打消外界疑虑可以视作正面信息外，其他几

次重大事件对葵花药业均造成了比较明显的负面

影响。我们使用日度超额收益率数据，剔除市场

因素影响，公司股票累计超额收益率在事件发生

前后十天窗口期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事件当天

下降约 3%，并且在一周左右达到最低点，相对事

件前平均下降 6%左右，随后略有反弹。按照 6次

负面事件前平均市值数据（事件前一天市值）估

算，市值超额蒸发最高达 6.3亿元左右。 

关彦斌离婚导致了葵花药业股价呈现短期的

明显下跌，但长期冲击较小，直到 8 月下旬才开

始继续增长，9 月末则已超越了之前的水平，实现

新的增长。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关彦斌辞职和伤妻

事件，辞职公告当天股价下跌约 8%，市值蒸发约

5.6 亿元，但长期影响并不显著。伤妻案曝光之后

股价一度触及跌停，截至收盘，股价下跌 5.27%至

18.17元/股，成交金额逾 11亿元，当天市值蒸发

达 5.2亿元。此后更一路下跌至 17元，自 4月 15

日后才得以缓解并有小幅回升。2020年关彦斌宣

判当天股价下跌 6.49%。 

从关家姐妹接班来看，关玉秀接任葵花药业

董事长公告后 1天内，股价下跌约 11%，市值减少

约 8 亿元。但在 2019 年 1 月 31 日姐妹二人正式

接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公告后 1 天内，股价上涨

约 3.7%，市值增加约 2.7亿元，随后股价走势呈

现总体明显上涨趋势，截止公告后 20天市值增长

约 12亿元。 

此事件应受到葵花药业 2 月发布业绩快报的

影响，2018年年报显示营业收入约 44.7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6%，股东净利润约 5.6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32.85%。由此可见，业绩仍是王道，

即便是在交接班的敏感时期，有 2018年整体业绩

向好作为保障，股价仅在短期震荡后即企稳，或

是家族应对负面信息披露的刻意操作，以稳定股

价。 

 

图 8 葵花药业（002737）股票价格（上图）&股票累积超

额收益率（下图） 

从 2019年经营业绩来看，作为关家姐妹接班

关键性的第一年，葵花药业与前两年相比增长速

度明显放缓，尽管主要财务比率指标未见明显波

动，但自上市以来营业总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图

9），进入关二代时期的葵花药业的发展仍需拭目

以待。 



15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图 9 葵花药业主要财务数据（2017-2019 年） 

虽然致命离婚案令人唏嘘，关彦斌危机重重，

但好在其强家族控制的治理格局确保了经营权稳

定，长达十多年的接班布局确保了控制权稳定，

最终在危机时刻凭借关家两姐妹的临危受命，完

成向关二代相对平稳的过渡。 

尽管如此，这场夫妻战争仍给世人留下了一

个几乎以生命为代价的、血淋淋的沉痛教训。 

参考文献： 

[1] 金冠时.葵花药业原董事长持菜刀砍前妻受害人讲

述惊魂一刻[N]. 经济观察报，2019-6-28. 

[2]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4[R].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4. 

[3] 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R].北京：中国民政

部，2017. 

[4] 李少婷，滑昂.深度丨葵花药业明星老板关彦斌的失

控人生[N].每日经济新闻，2019-04-22. 

[5]  庄岸.葵花药业实控人涉杀人，“因个人纠纷引

起”[N].澎湃新闻，2019-04-11. 

[6]  Coggins，Deborah R . Stepfamilies: A Guide 

to working with stepparents and stepchildren[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79，136(12):1631-

1631. 

 

 

 

 

 

 

 

  



15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七、房产、信托 

（一）房产 

不动产登记与未成年人保护 

原创：2022-06-27  中国不动产官微  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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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未

成年人购买房屋的做法日益普遍。不动产登记实

践中，涉及未成年人的不动产登记，须其监护人

代为申请办理。但如果出现未成年人父母离婚而

监护人一方不同意处置或拒绝配合等情况，那么

即使另一方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申请，登记机

构在履行合理审慎义务时，也可能会以“未经数

个监护人一致同意”为由不予受理。 

本文将从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相关规定出发，

结合不动产登记实践，本着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

益的目的，梳理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中的法律关

系，分析登记机构的审查职责。同时，笔者认为，

在受理监护人代为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申请

时，登记机构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应

该以法定代理人制度为基本原则，结合监护制度

的立法目的，允许作为法定代理人的一方监护人

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 

权利主体和财产归属 

《民法典》第 3条、第 13条分别规定，“民

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自

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自然人从出生起依法

享有民事权利，这里的民事权利既有人身权利又

有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包括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

权，因此，未成年人是不动产物权即房屋所有权

的权利主体。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依法取得

不动产物权后，对该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的权利。 

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不动产，究竟是属于

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还是家庭共有财产，理论界

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包括个人财产说和家庭财

产说。 

个人财产说认为，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不

动产系未成年人个人的合法财产。根据《民法典》

第 13 条、第 14 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

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不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

人，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财产权是自然人权利

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有获得财产

的权利，其虽不能自行获得劳动报酬，但可以通

继承、他人赠与等其他合法方式获得财产。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子女购买房屋等不动产，

经依法申请并登记在未成年人个人名下，系未成

年人的个人合法财产。 

家庭财产说认为，未成年子女系家庭成员，一

般无独立经济来源，日常生活尚需父母供给，且

未成年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购房款一般源于父母支付，实际支付购

房款来自未成年人家庭的共同财产。因此，即使

不动产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也是家庭共有财产

的组成部分。此外，我国家庭成员的基础关系决

定了未成年子女名下房产的家庭共有属性。除未

成年人因继承、奖励、他人赠与、报酬、收益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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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源获得的财产外，来源于父母支付购房款购

买的房屋，应确定为家庭共同财产。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随着《民法典》的

颁布施行，婚姻家庭法一并回归《民法典》体系，

仅以“家庭成员”身份关系为由认定财产为家庭

共有，与“物权法定”及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

原则”不相符合。《民法典》第 209 条规定，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其第 216 条、第 217 条规定，不动

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因此，结合

《民法典》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经依法登记的

不动产，所有权属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主体。

父母出资购买或他人赠与未成年人的房屋，以未

成年人名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应认定为未成年

人合法财产，未成年人依法享有不动产完全物权。 

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 

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我国《民法典》对未

成年人根据年龄划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两种。《民法典》第 19 条规定，

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其第 20条规定，不满 8周

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上民事行为能

力制度的直接目的在于确定各类行为能力人的行

为法律效力如何。一旦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不完全，

那么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效力评价上即可能

出现瑕疵。因此，未成年人无法独立实施申请办

理不动产登记的民事法律行为。 

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民事生活无法将无民

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完全

排除在市场交易的大门之外。因此，民法创设法

定代理人制度。法定代理人能够对行为能力欠缺

者实施行为的效力进行有效管控，使其避免承受

自身无法履行的法律后果，又不会阻断其参与交

易的法律通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则能够借助法定代理人的力量，弥补自

身行为能力之不足。根据此项制度，法定代理人

代理行为能力欠缺者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或者允许

其实施特定的行为，一方面可以使其参与交易、

融入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其不因能力

欠缺而遭受损害或导致他人因此受损。 

《民法典》在“自然人”一章中，将监护制度

规定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其目的是保障未成年人

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权益，弥补其民事

行为能力的不足。同时，监护制度还要求父母对

未成年子女尽到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以适当

方式、方法管理和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

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等。 

《民法典》第 23条、第 27 条和第 34条分别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通过上述规定可

以看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应履行监

护人职责，包括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等。

同时，因监护人履行职责，还会产生相应权利，如

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益而享有医疗方案的同

意权，为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而享有财产的

管理和支配权等。当被监护人不能对外独立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监护人应依法代理被监护人实施

相应行为。 

不动产登记实务界和理论界有观点认为未成

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是同一法律概念，并

常将两者混用，导致登记实践中因概念不清存在

认识和应用上的偏差。 

笔者认为，法定代理人制度是调整代理人与

第三人民事法律行为的制度，约束其在“外部”

产生的法律效果。当监护人代理被监护人对外与

第三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此时的法定代理已将

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视作一个整体。法定代理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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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范该整体与外部进行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的

“整体”概念。而监护制度是规范监护人与被监

护人“内部”关系的规则，主要是调整监护人与

被监护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制度，是一个“内部”

法律关系的概念。虽然《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的

法定代理人与监护人在“范围”上重合，但两者

在法律含义及法律效果上存在不同。 

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应由法定代理人代为申

请。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受理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

业务时，可从法定代理人的角度去判断代为申请

登记行为。当监护关系证明材料证明未成年人与

监护人之间存在“法定代理关系”，即证明监护

人享有法定代理权，可依法代理未成年人从事申

请登记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般情况下，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

父母具有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

务，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最为密切，对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因此，父母无条件地成为

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当父母代未成年人申请

办理不动产登记时，是合法的申请主体。而法定

代理人资格的审查，主要涉及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在父母为监护人时，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独生

子女证明等是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在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一般会设置

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作为补充，以保护

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民法典》第 27条

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

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

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同意。 

因此，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

监护能力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或

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

者民政部门同意的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以及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均可以成为

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此时，公证监护关系材

料、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是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此种情况下的法定监护人代理未成年人申请不动

产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依法受理。 

至于人数，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原《关于贯彻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曾规定，“监护人可以

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

编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规定，“人民法院依法

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

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也可以是

数人”。可见，监护人可为一人或数人。在法定代

理人的确定上，两者范围完全重合，因此法定代

理人也可以是一人或数人。故笔者认为，按此精

神由监护人代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可以是一个

监护人代为申请，也可以是多个同一顺序的监护

人代为申请。 

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的权限 

《民法典》第 34条明确了监护人的职责，是

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第

35 条还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

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可以理解为，在保

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权

益的过程中，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权衡，选

择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方案，采取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措施，使被监护人的利益最大化。 

对于如何认定监护人“为被监护人利益”处

置财产，《民法典》条款中并无准确定义，实践中

判断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房屋是否系为其利益也

较为困难。一旦出现争议，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大

多源于主观，或因涉及利益对象不同而发生变化，

较难确认其真实性。对此，笔者认为，与处理被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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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财产的方式相比，将是否以合理价格转化未

成年人的财产价值作为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判断

标准，更为适当。当然，还要充分考虑其效益是否

全部由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享有。 

处分不动产的登记申请主体 

立法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第 11条规定，因处分不动

产而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的

书面保证。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不动

产的，有关监护关系材料可以是人民法院指定监

护的法律文书、经过公证的对被监护人享有监护

权的材料或者其他材料。从该条来看，处分未成

年人的不动产，应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材

料。但这里没有明确，在父母双方作为监护人或

存在多个监护人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多个监护人

一并同意。 

理论观点。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在数个监护

人的情况下，应由数个监护人一致同意才能处置

未成年人不动产。理由为，根据《民法典》监护制

度的立法初衷，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在父母为

监护人或存在多个监护人的情况下，需要父母一

致同意或多个监护人一致同意。因此，在签订处

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的买卖合同、代为申请办理不

动产转移登记时，均要父母双方或多个监护人一

致同意并签字确认。 

司法实践。司法审判实践中，监护人出售登

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判断该买卖合同效力

时，法院则常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关于代理

行为对合同效力影响的规定。即未成年人的法定

代理人代未成年人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是

否存在违反代理人义务、滥用代理权等导致合同

无效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即使父母双方为监护

人或有多个监护人存在，一方监护人代理未成年

人对外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法律合

同。 

不动产登记实践。《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

记条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明确。其第 15条“监

护人有多人的，应当根据监护约定代为申请，或

者由监护人共同代为申请登记”规定，在有数个

监护人的情况下应由监护人共同代为申请登记。 

在父母等多个监护人的情况下，是否要求共

同监护人都在承诺书上签字，各地方立法中或明

确或未明确。但登记实践一般采用数个监护人一

致同意或到场原则，不论作为父母的监护人是否

离婚。其理由均来自监护制度及《意见》第 21条

的规定，即使夫妻双方离婚，也改变不了他们皆

为未成年子女法定监护人的身份。 

法定代理人无效处分情形 

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不动产，不能转让给

法定监护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监护人应当

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目的行使监护权。如作为

监护人的父母将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过户给自己，

在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即使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出具

了“为了未成年人利益的承诺”，不动产登记机

构也不能受理。因为从监护的目的角度理解，将

未成年人不动产出售给监护人，从法理上看不是

为了未成年人的利益。父母代未成年子女与自己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与监护制度的法理相

悖。从代理权的角度理解，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

产转让给监护人将会存在“自己代理”的情况，

且未成年人无法“同意或追认”自己代理。 

登记在监护人名下的不动产，若非被监护人

纯获利益，不能赠与未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赠与需要受赠人明确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

表示。《民法典》第 144 条规定：“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不能作出“接受奖励”“赠与”的意思表

示。因此，笔者认为，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

管其智力或者意思表示能力如何，一律没有独立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即使作出接受的意思

表示，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除非其纯获利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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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8周岁不满 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

以作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但对照《民法典》第

145 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

事法律行为有效，父母将房屋赠与子女，法律规

定受赠方要缴纳契税等费用，不属于纯获利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除非监护人明确承担全部税费。 

登记在监护人名下的不动产，不能出售给未

成年子女。父母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屋出售给

未成年子女，同样存在问题。未成年人只能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父母将房屋出售给子

女，未成年子女要支付对价。支付购房款是一种

负担行为，从立法规定上看，未成年人不能独立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只能通过法定代理人参与。

此外，父母代未成年人与一般第三人交易为民事

法律行为，不违反“自愿、平等、等价有偿、诚实

信用”原则。但父母代未成年人与自己实施有偿

的、互相履行义务的买卖法律行为时，在法律行

为中只有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与《民法典》的

基本原则相违背。 

现实问题 

审查职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实践中，特别是

在遇到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不动产登记申请时，

登记机构往往要求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双方一致同

意才能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若遇到双方离

婚后一方拒不配合或其他滥用监护权的情况，则

可能导致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而处置财产的目的

无法实现。此外，若登记机构需要核实作为监护

人的父母购置房产时是否离婚、申请登记时是否

离婚、出资购置房产的是一方还是双方等情况，

不动产登记的审查压力将大为增加。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细则》

等要求，登记机构履行实质审查职责一般是在初

始登记、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房屋灭失登记等

情形中。而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需要实质审查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一般以形式审查为主。 

内部民事法律关系。如监护人申请处置未成

年人不动产时，进行虚假承诺，提供虚假材料，且

没有征得其他监护人的同意，笔者认为属于监护

人之间的民事法律纠纷。如监护人损害被监护人

的利益，应依据《民法典》规定进行处理，包括停

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如一方监护人认为其他监

护人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

利益，应依法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不动产登记机

构可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等依嘱托办理。 

不动产登记业务量大，登记工作人员无法对

民事主体内部问题一一进行判断。而对法律关系

的实质判断以及对权利主体处分不动产权利的实

质判断，则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责。 

受理建议 

履行合理审慎注意义务。笔者认为，登记机

构不审查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是否为监护人双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其购买，以及是否为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处分或离婚后处分。同样也无须审查

其是否为离婚后由抚养子女一方单独出资为未成

年子女购置、离婚后拟处分。此外，其是否为离婚

后由有监护权但不抚养子女的一方为未成年人购

买、离婚后处分等情形，也无须审查。 

不动产登记机构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应视

为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范围，包括：监护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属于法定的不能履行监护

职责的情形；监护人是否存在滥用代理权的行为。

尤其应注意，监护人在代理被监护人对外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时，不能存在超越代理权、滥用代理

权的行为，如监护人将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以极

低的价格出让给第三方，明显损害未成年人的利

益。 

注重材料形式审查。目前理论和实务界较一

致的观点是，登记机构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履行

形式审查职责。结合处置未成年人财产的情况，

监护人是否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未成年人

的房屋？未成年人有几个监护人，具体监护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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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有多个监护人时是否必须多个监护人同时

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上签字申请？为了未成年人

利益的书面声明是否必须有多个监护人一致签字？

这些问题均涉及复杂的民事法律问题。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从形式材料要件方面进行

受理审查。《民法典》第 212 条规定：“登记机

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

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

问申请人；（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这里不动产

登记机构审查的重点是“材料”而不是“民事法

律关系”；对申请人的询问针对的也应当是登记

事项，而不是登记事项所包含的内部民事法律关

系。 

笔者认为，不动产登记机构严格审查材料的

内容包括：第一，申请人应出具身份证明材料，即

监护关系证明材料，包括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

独生子女证明等能证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

在监护关系的材料。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处分未成

年人不动产的，有关监护关系材料可以是人民法

院指定监护的法律文书、经过公证的对被监护人

享有监护权的材料或者其他材料。第二，监护人

应出具为了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承诺。至于监护

人的书面承诺是否切实有利于被监护人，不动产

登记机构无法进行实质审查。《细则》规定，监护

人应出具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该规定是

法律宣示性和提示性程序，可以起到“警示”恶

意处分的作用，但难以完全杜绝恶意处分行为的

发生。 

树立法定代理人思维。《民法典》《条例》《细

则》均未明确父母为监护人时，离婚后处置未成

年人财产是否需要双方一致同意、共同签字申请

并共同签署承诺。如果强制要求，可能反而不利

于对被监护人利益的保护。 

因此，对待监护人处置未成年人不动产的登

记申请，登记机构应该以法定代理人制度为基本

原则，结合监护制度的立法目的，在“法定代理

人”有权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且行为

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允许一方监护人为

法定代理人处置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 

依据《民法典》《条例》《细则》的规定，若

法定代理人（即监护人）出具了“为未成年人利

益处分财产的书面承诺”“监护关系证明材料”

等书面申请材料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要求，法

定代理人依法享有代理权且无滥用代理权的情况，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依法受理其提出的处分未成

年人不动产的申请。 

（作者单位：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说好买房一起住，老人掏了钱却被送去养老院？法院：偿付 70 万！丨小

案大道理 

2022-06-29   浦江天平 上海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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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上海高院官方微信

推出“小案大道理”栏目，带您聚焦身边“小

案”，直击案件核心，品悟法理情理。 

老人为儿子出资买，说好买了新房一起住，儿

子却中途反悔，将共同居住的房子卖掉，还坚持

把母亲送去养老院。年近九旬的母亲，不得不与

血浓于水的儿子对簿公堂。 

子女未如约完成，接受父母赠与时附带的义

务，父母可否收回钱款？ 

案件回顾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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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李老太夫妇俩与儿女们商议，把老

两口与小儿子名下的房屋卖掉，房款中属于老两

口的份额以及股票账户里的钱，都用来给大儿子

购买新房，并约定购买新房后，老两口与大儿子

同住，大儿子要多尽赡养义务。起初，老两口一直

与大儿子一家三口一起居住，之后历经老父亲去

世，大儿子离婚等一系列事件，李老太和大儿子

的关系逐渐恶化。大儿子把共同居住的房子卖掉，

并坚持把李老太送到养老院。李老太认为，当初

赠与购房款，是以大儿子负责养老为前提，因此

要求大儿子偿付卖房的部分钱款。经审理法院认

为，虽然大儿子与父母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附有

义务的赠与协议，但根据双方的陈述及相关证据，

双方事实上形成了附带条件的赠与，即该笔款项

是以大儿子履行更多赡养、照顾义务为前提的，

因母子关系恶化，大儿子不再愿意和母亲共同居

住，未妥善完成接受母亲赠与时附带的义务，考

虑到大儿子从卖房款中 

获得的利益、货币贬值，以及十多年来对母亲

日常生活的照顾、支付的医疗费等情况，最终法

院酌情判定，大儿子偿付母亲 70 万元 

法官心语 

 

 

母子亲情是人类家庭关系中最朴素、最深沉

的情感。现如今，父母出钱帮助子女买房的不在

少数，不少父母为了给孩子买一套房，花费了毕

生积蓄，甚至变卖唯一住房筹集钱款，以减轻子

女日后的生活压力。子女也应当多尽孝道，多加

照顾，保障父母的老年生活和居住权益。 

1、家事审判实践中，应兼顾法律的尺度和温

度 

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家事纠纷时，不仅

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定分止争，更要维护家庭的

和睦、社会的稳定、人性的善良。 

在家事审判中，事实和证据固然重要，但案件

背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情感联结亦不可

忽视。本案中，大儿子与父母之间虽然没有签订

书面的附义务赠与协议，但从当初购房背景来看，

父母出资帮助大儿子购房时有着殷切愿望，即在

耄耋之年能够“养儿防老”，安度幸福晚年。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赠与

也是一种约定，且可以是一种附带义务的约定。

若子女在接受赠与后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

父母可以向子女主张违约责任。 

2、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使老有所养、老有

所安 

从司法实践看，绝大多数赡养纠纷案件背后

都有着复杂的家庭矛盾。经过长时间积累，矛盾

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致使老年人无法从子女处

获得经济帮助和情感慰藉。因此，法官对家事纠

纷的处理更应关注人身关系的根本，以保护家庭

稳定、维护家庭关系和谐为核心理念，树立健康

正确的家庭观念。 

法律也将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筑

牢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最后一道防线，适时引

导子女善待并尊重父母，充分履行赡养父母的义

务。 

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更是法定义务。愿辛劳付出了一辈子的

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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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娃娃房”不动产登记法律问题研究 

原创：2022-07-01  中国不动产官微  张颖 

https://mp.weixin.qq.com/s/OOsI_Wfxtkwlp2QkmsQYKg 

当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的家庭出于子女择校、婚嫁等原因购置房屋，

同时为规避财产风险、节省税费等，很多家庭会

选择把房屋全部或者部分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

这就是所谓的“娃娃房”。 

房屋作为普通家庭最重大的财产，涉及未成

年人的重大财产利益，笔者将从法律角度对“娃

娃房”登记实践中的重点问题进行分析，力求为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财产权提供法律参考。 

关于“娃娃房”的权利主体 

“娃娃房”在转移登记、抵押登记中出现的

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涉及“娃娃房”的权利主

体认定的问题。 

原则上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为准。《民法典》

第 216 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

的根据。不动产物权公示具有公信效力，一般情

况下，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不动产登记簿上的记

载为准，登记权利人即推定为实际权利人。此时，

将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在将

房屋登记在父母以及未成年子女名下，此时该房

屋为父、母、子女三方共有，未成年人按照在不动

产登记簿上标明的份额享有房屋的所有权，未成

年人要处分房屋，需要经过其他共有人的同意。

二是将房屋仅登记在未成年子女本人名下，此时

该房屋体现为未成年子女个人所有，未成年子女

单独、完全享有登记在其名下的房屋的物权。 

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法院可能

根据实际情况判定房屋所有权人。《民法典》第

234 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

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不动产物权登记分

为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对外效力是根据物权公

示公信原则，不动产物权经登记后，善意第三人

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与登记权利人发生的不动产

交易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内效力则是在综

合分析房屋的购买时间、产权登记时间、购房款

支付和购买后的使用情况、抵押情况等因素的基

础上，审查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真正的

权利人。也就是说，在房屋物权归属、内容有争议

的情况下，抵押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提

交证据请求确认“娃娃房”所有权的归属、内容，

法院会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判断各方当事人的真实

意思表示，房产也就并不必然属于登记权利人。 

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登

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房屋有被认定为未成年人个

人财产的，有被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也有被

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的。 

“娃娃房”登记中的法律问题 

未成年人可以成为不动产权利人。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未对不动产权利人的年龄进行限制。《民

法典》第 18条、第 19条和第 20 条规定，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16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细则》）第 11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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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其

监护人代为申请。可见，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是可以成

为不动产权利人的，但不能独立申请不动产登记，

而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16周岁以上、以自

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申请不动产登记。 

将不动产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必须是使未

成年人纯获利益的。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一般

无独立经济来源，购买不动产的出资基本上来自

于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这实质上是一种

赠与行为。在父母出资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

未成年人名下的情形下，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

法定监护人，赠与人与接受赠与人都是未成年人

的父母，似乎违反了《民法典》第 168 条中“代

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的禁

止自己代理的规定。但笔者认为，从立法目的考

量，禁止自己代理的规定是为了防止代理人利用

代理之便，损害被代理人利益，但在父母赠与子

女不动产时，未成年子女是纯获法律上的利益的，

此时的代理行为是被允许的。对于父母出资购买

但未还清贷款的房屋，是不能转移登记到未成年

子女名下的，因为此时房屋上负担了偿还贷款的

义务，而非纯获利益的赠与行为。 

父母为处分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而申请登记

的，应当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首先，

处分“娃娃房”需要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

保证等材料。《民法典》第 35条规定，监护人应

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

护人的财产。这就要求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的房

屋时必须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因此，《细则》

第 11条第 2款规定，监护人代为申请登记的，应

当提供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身份证或者户口簿、

有关监护关系等材料；因处分不动产而申请登记

的，还应当提供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 

其次，不动产登记机构对该书面保证不进行

实质审查。登记机构办理父母对未成年人不动产

的转移、抵押等登记申请时，如何判断是否“为

未成年人的利益”，一直以来存在较大争议，这

是民事法律关系问题，登记机构无须也无法判断。

因此，在办理父母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的登记申

请时，登记机构只须要求父母提供其处分不动产

行为是为监护人利益的书面保证即可。 

最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18条规定，

不动产登记机构受理不动产登记申请的，应当按

照要求进行查验，其中就包括查验有关证明材料、

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因此，登记机

构在查验时需要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对于

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明显不符合为被监护人利

益的，应不予登记。 

须注意的问题 

在此，笔者提醒想要将不动产登记在未成年

子女名下的父母注意以下几点。 

未成年人名下的财产不予分割。父母离婚时，

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不动产将可能作为未成

年人的个人财产不予分割。 

未成年子女成年后，有权自行处置登记在自

己名下的不动产，无须征得父母同意。如果该不

动产是父母的唯一居住场所，子女将该不动产抵

押或出卖，会直接影响到父母的日常生活。 

“娃娃房”无法申请商业贷款。根据《贷款

通则》《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等的规

定，银行发放贷款的对象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且应当同时具备有稳定的职业和收

入等条件。因此，“娃娃房”在资产流动性方面

差于其他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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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是否要父母双方共同代理 

原创：2022-07-02   中国不动产官微  金绍达 

https://mp.weixin.qq.com/s/kyqYHa8XAMHQuJchNA4VwQ 

现在各地未成年人房主很多，在日常工作中，

登记机构经常遇到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法定代理

人代理未成年人进行不动产权属登记。这种代理

行为是需要未成年人的父母双方共同代理，还是

只要其中一方代理即可，在业内一直存在不同的

看法。 

1、未成年人申请登记是否应由父母共同代理尚

无明确规定 

曾有一对夫妻因男方沉迷赌博而离异。双方

育有一子，在离婚时由法院判归女方抚养；有一

套房屋，原来就已经登记在未成年儿子名下。离

婚后不久，男方称其未成年儿子的房屋权属证书

遗失，由他作为法定代理人按补证程序补领了权

属证书。然后，男方以儿子出国留学需要贷款为

由，出具了为未成年人利益而抵押的承诺书，用

补发的证书办理了抵押登记，贷得款项被男方挥

霍一空。直至抵押权需要行使时，女方才发现其

子的房屋被抵押，而实际上房屋权属证书一直由

女方保管，并未遗失。 

在这一案例中，登记机构办理补证手续及办

理抵押登记均按规定要件和程序进行。但事情发

生以后，有人认为，夫妻离异后，如果要处分未成

年人财产，直接抚养未成年人的一方才有权代理。

也有人认为，在为未成年人取得权利时，可以由

未成年人的父或母一方代理，但对未成年人的财

产进行处分时，应当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双方共同

代理。 

不主张父母共同代理的观点认为，我国法律

并未规定法定代理要全体代理人共同代理。《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11 条规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申请不动

产登记的，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请”；《不动产

登记操作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附

录 A.8 监护人的承诺书中已经明确表述了“监护

人现承诺，对被监护人不动产权……所进行的处

分……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且自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法律责任”等内容，这一承诺书是处分未

成年人不动产的必收要件。因此，只要确定是法

定代理人并出具了书面承诺，就可以代理，而没

有规定要全部监护人代理。如果某个代理人实施

的代理行为侵害了被代理人权益，应当按《民法

典》第 164 条规定由实施该行为的代理人承担民

事责任。 

可见，对未成年人申请不动产登记是否应当

由其父母共同代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直接规定，

因此值得进行探讨。 

2、父母离异不影响法定代理权 

《民法典》第 1084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

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即使父母离异，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未消失。 

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是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关系而产生的。法院在法律文书中确定由某一

方抚养未成年人，也只是抚养权的变更，并不影

响另一方的监护权。 

所以，除非某一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被法院

判定取消，否则未成年人的父或母仍然都是法定

监护人。因而，并不是直接抚养未成年人的一方

才有权代理。 

3、法定代理人行使代理权不应类推适用《民法

典》关于委托代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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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在第 163 条第 1 款中规定了“代

理包括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又在该条第 2 款

中规定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

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

权”。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对同一代

理事项进行代理，共同行使代理权，这种代理也

应属于共同代理。 

有人由此认为，由于《民法典》并未就父母作

为监护人行使代理权进行直接规定，因而应当类

推适用《民法典》第 166 条“数人为同一代理事

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但是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即在为未成年人行

使代理权时应当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 

但是，“类推”应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对

法律规定的一种补充，《民法典》对共同代理进行

规定的第 166 条是在第 2 节“委托代理”中，而

委托代理中对共同代理的规定应当不适用于法定

代理。早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原《关于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中就规定：“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

代理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

代理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害被代理人权益的，

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这里

明确是指委托代理。因此，法定代理人行使代理

权不应当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166条的规定。 

《规范》虽然规定“代理人为两人或者两人

以上，代为处分不动产的，全部代理人应当共同

代为申请，但另有授权的除外”，但这是在《规范》

“受托人代为申请”的 1.9.1 条中的规定。在

“监护人代为申请”的 1.9.2 条中并未要求全体

代理人共同代理，只是加上了“处分被监护人不

动产申请登记的，还应当出具为被监护人利益而

处分不动产的书面保证”。 

4、处分不动产时由父母中一方代理极易导致纠

纷 

代理未成年人进行权属登记大部分是为未成

年人取得权利，一方代理还是双方代理一般不影

响未成年人的利益。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的主要

原因往往是为未成年人换取更好的房屋、未成年

人出国留学需要资金或是未成年人患病需要治疗

费用等。因此，在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时，监护人的

意见大多比较一致。但是也有意见不一致的，特

别是一些夫妻已经离异的家庭，对处分未成年人

财产的意见往往不一致。一方处分了未成年人财

产，另一方就可能会提出异议，极易导致纠纷。 

相较于由一方还是双方代理，《民法典》第 35

条关于“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

监护人的财产”这一规定才是更重要的。由一方

代理不等于就会侵犯未成年人利益，双方代理也

不能保证不会侵犯未成年人的利益。但如果明确

规定在处分未成年人财产时应当由全部监护人同

时代理，可以大大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更有效

地保障《民法典》这一规定的实施，避免因一方代

理而产生的纠纷。 

自然资源部有关不动产登记新规的征求意见

稿中规定了“处分被监护人不动产申请登记的，

监护人应当共同申请”，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

既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使为未

成年人取得不动产权利的申请较为便捷，因此建

议其正式发布时能予以保留。 

儿借母名贷款买房 房屋断供母亲担责 

2022-07-17   法治日报法律服务·说法  

http://appdzb.legaldaily.com.cn:8081/nz/104579.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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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陶然 

儿子由于银行征信不良不能办理贷款，遂以

母亲的名义购房，此后房屋贷款断供，母亲是否

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近日，江西省南昌市第二金

融法庭审理了这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法院以

合同相对性为由，依法判令解除某银行与秦某之

间的《个人借款合同》；秦某返还某银行借款本金

154.5万元及利息、罚息等；某开发商对上述借款

本息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 

秦某与李某系母子关系。李某因银行征信不

良不能办理银行贷款，在征得其母亲秦某的同意

后，决定以秦某的名义办理购房以及银行贷款手

续，李某实际返还银行按揭款项。2016 年 7 月，

某银行与秦某、某开发商签订《个人借款合同》，

约定：借款金额 174万元，贷款期限为 240个月，

贷款用途为购买案涉房产。借款人如未按时足额

偿还任意一笔贷款本息，银行有权停止发放贷款，

宣布本合同项下已发放贷款提前到期。某开发商

自愿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并由秦某以案涉

房屋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但未办理抵押登

记手续。 

起初李某均能按月返还银行贷款，后因生意

不景气，资金日益紧张，导致房贷多次逾期。某银

行清收未果，双方由此涉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名义借款人与借款的实际

使用人不一致的，应当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以

名义借款人秦某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其承担还款

义务。秦某多次逾期支付房屋按揭贷款，已经构

成违约，某银行据此诉请解除《个人借款合同》，

并要求秦某提前归还全部借款本息，于法有据，

予以支持；截至起诉时，秦某尚欠借款本金 154.5

万元及利息、罚息等，亦予以确认。某开发商作为

阶段性保证人，原告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符合

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在承担担保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借名买房存风险需多防范 

法官庭后表示，借名买房是指房屋的实际出

资人借用他人名义购房，并将房屋所有权登记在

他人名下，但约定实际出资人享有房屋权益的行

为。借名买房由来已久，不少人明知存在风险，仍

敢于冒险，个中原因复杂多样。 

实践中，购房者或是因自身资信不良，不能按

照正常程序在银行办理购房按揭业务,进而采取

借他人（多为亲属）名义在银行获取贷款，通过借

名贷款达到借名买房的目的；或是为了规避房地

产限购政策，希望通过采取借名买房的方式获取

购房资格；或是为了享受某种优惠或便利，在不

具有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人利用政策漏洞，私下操

作，利用他人购买保障性住房的资格，通过借名

买房享受优惠购房的待遇。此外，还有人出于某

种不正当目的，通过借名买房隐匿、转移财产以

逃避债务，甚至出于洗钱等非法目的，与出名人

签订借名买房合同，从而达到违法犯罪目的。 

“借名买房风险巨大，应审慎为之、多加防

范。”经办法官表示，由于房屋的实际出资人与登

记所有权人不一致，借名买房行为发生后，伴随

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借名人与出名人之间产生纠

纷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借名买房纠纷频发。 

对出名人而言，如果购房需要的是出名人的

资格、条件以享受优惠或者购房、贷款资格，出名

人再次享受该优惠条件的机会以及自身购房、贷

款的资格将被占用，影响将来购房或贷款；如果

非全款购买该房屋，而是办理了按揭手续，房屋

断供后，银行可能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将出名

人诉至法院，要求偿还剩余借款本息，个人征信

也将产生不良记录，甚至导致出名人的其他财产

被强制执行。 

对借名人而言，出名人有可能不认可“借名”

事实、不配合办理过户，也有可能基于公示公信

原则擅自处分房屋，如无法证明借名购房事实的

存在，借名人自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钱房两

空”；如果所购房屋为保障性住房，借名人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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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符合购房条件，即使出名人认可借名购房事

实，借名人也不可能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对金融机构而言，借名贷款和借名买房容易

造成银行风控机制失灵，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给贷款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法官提醒广大购房者，借名买房看似美好，实

际上暗藏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最终可能导致房、

钱两失，必须加以防范。购房者务必增强遵法守

法意识，恪守诚实守信原则，充分考虑借名买房

会给自己带来的风险和损失，对借名买房坚决说

“不”，千万不要为贪图眼前利益或出于其他考

量，而轻易采用借名买房这种方式，使得自己陷

入法律风险之中，最终导致得不偿失。同时，对已

经通过借名买房方式购房的购房者，应当提高证

据意识和举证能力，注意留存房款支付凭证、银

行流水及相关协议等证据，如果发生纠纷，可以

凭书面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妥善维护自己的权利。 

因矛盾外孙起诉外婆立即搬离房屋，法院：驳回，不符传统美德 

2022-07-25  澎湃新闻  李菁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69269 

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

宝山法院）审结了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外孙作

为房屋产权人基于物权要求外婆立即搬离房屋，

法院依法依情予以驳回。 

上海宝山法院介绍，2002年起，邱老太为了

帮助照顾女儿温女士，从湖北老家来到上海，在

女儿家中生活。此后，除 2010-2012 年曾回老家

看病外，邱老太一直与女儿及外孙曹先生一起居

住。 

2012年，温女士在宝山某小区购置一套房屋。

2019年，温女士将房屋所有权让与过户给儿子曹

先生，作为其婚房。 

家庭生活难免有矛盾。2021 年，共同生活近

20年的祖孙三代之间的矛盾到了十分激烈的地步。

曹先生一纸诉状将外婆邱老太诉至法院，诉请其

从房屋内立即搬离。 

曹先生称：2021年 5月，自己带着女友及女

友父母到家中商谈结婚事宜时，外婆与自己发生

争吵，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对自己进行指摘，最后

导致婚事告吹。外婆的行为严重伤害了自己与母

亲的感情。 

庭审中，被告邱老太辩称，2002年左右，其

就来到上海与原告一家居住，目的是帮助女儿照

顾家里、做家务等。女儿温女士曾承诺会负责其

的养老事宜。被告已将老家的房屋出售，目前无

其他住处，女儿应当妥善安置其养老，故不同意

搬离。 

原告曹先生表示，被告户口在湖北，应该回老

家养老，母亲温女士可以提供湖北的房子给被告

居住，被告的赡养问题应该由外婆子女共同负担，

与原告无关。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成

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本

案中，房屋原是温女士所有，被告长期居住在房

屋内，系温女士履行对母亲赡养义务的方式之一。

尽管 2019年，温女士将房屋产权过户给了原告曹

先生，但温女士仍然应继续履行其赡养义务，妥

善安置被告。在被告的居住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

之前，原告基于物权要求被告搬离房屋，不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合尊老爱幼的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故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对于原告温

先生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判决后，原告温先生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二审，该案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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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间借名买房未签书面协议，法院如何认定借名关系？通过济南槐

荫法院的案例一起来了解…… 

2022-07-28  济南中院   

https://mp.weixin.qq.com/s/RFCrMxcTksxQ3ndB0-hJng 

小案例 · 大道理 

考虑到购房资格、税费成本、银行信贷政策等

原因，一些购房人借亲属之名购买房屋，并将房

屋登记在亲属名下，由自己实际享有房屋权益。

由于亲戚关系，双方之间往往没有协议，导致借

名买房合同关系认定难度大。我们一起通过济南

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的一起合同纠纷案

件，来了解借名买房的认定及风险。 

案情回顾 

江男与齐女系夫妻关系，因双方资信问题，无

法办理购房贷款。经商量，双方以齐女表姐刘女

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办理按揭贷款。后江男与

齐女协议离婚，并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屋归

江男所有，齐女之父也予以签字。离婚后江男未

及时占有房屋，后其发现刘女将案涉房屋出卖给

了他人。故江男以刘女恶意处置其房产为由，将

齐女、刘女起诉至槐荫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

出卖房屋所得的实际款项，赔偿原告利息损失。

被告刘女辩称，其与江男、齐女之间不存在借名

买房关系，其出售的案涉房屋系自己所有。 

裁判结果 

槐荫法院审理查明，江男与齐女 2010 年 10

月登记结婚，2015年 8月协议离婚。齐女与刘女

系姨表姐妹关系。2011年刘女与恒宇公司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案涉房屋。本案争议焦点

为，江男、齐女与刘女之间借名购房的合同关系

是否存在。审理过程中，围绕争议焦点，通过当事

人举证、质证，法院查清四个关键事实：第一，江

男交款在前，刘女更名在后。法院向开发商恒宇

公司调取证据，明确 2011年 9月 8日江男即与该

公司签订了涉案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于当

日交付了首付款 7万元。2011年 10月 11日，因

合同履行问题，经江男申请，恒宇公司对相关商

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更名处理，与刘女重新签订

合同，合同所留联系地址为江男的住址，且刘女

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合同更名后另行向恒宇公司交

纳了首付款。第二，房屋实际还贷人为江男。通过

江男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可知，2011- 2015年期

间，均为江男与齐女转账还款。在 2015年 8月份

江男与齐女离婚之后，则基本全为江男自行通过

ATM机转账还款，相关现金还款的银行网点确系江

男居住地附近的银行网点。刘女辩称，江男与齐

女给其的转账并非还房贷，而是二人偿还对刘女

母亲的借款，而 ATM 机及柜台现金存款为其本人

还款，但对于以上主张，刘女并未进一步举证。第

三，房屋系江男装修。江男提交了装修材料送货

单等单据，所留联系人均为江男与前妻齐女，联

系电话亦为两人的号码，且相应的电话号码即为

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留存的买方的电话号码。

刘女称相关购房材料及装修票据系江男利用齐女

代其保管时擅自留存取得，其未能提交证据，且

所有的装修票据中均未出现刘女的名字或联系方

式，这与刘女所称的装修为其所为的主张，明显

不相符合。第四，江男与齐女在离婚协议中对房

屋归属作出约定。二人的离婚协议中约定案涉房

产归江男所有，齐女辩称该协议是其及其父受江

男胁迫所签，但并未举证证明。法院认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江男提

交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与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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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案涉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在两人为实际购房人，

但房屋买卖合同为刘女签订的情况下，应当认定

江男、齐女与刘女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合同关系。

槐荫法院判决：齐女与刘女返还江男房屋售房款

85 万元及利息。经二审、再审后，槐荫法院判决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员额法

官  张斌 

法官说法 

随着房产价值的高涨及社会财产观念的变化，

家庭亲属间的借名买房风险也日益增加。在合法

合理的情况下，如确需借名买房，实际购房人应

与名义购房人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协议，明确约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实际购房人作出交付

购房款、还贷、装修房屋等行为时，应留存好购房

合同、付款发票、收货单据、转账记录等实际购买

使用或控制房屋的证据，确保日后发生纠纷时，

能够利用充分的证据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即便如

此，因我国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主义，实际购房

人不能仅凭与名义购房人的借名买房合同直接确

认其所有权，因此借名买房中，始终存在房屋被

名义产权人转卖给善意第三人及因名义产权人涉

诉而被查封执行的风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

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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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托 

家族信托实务和民法典 

原创：2022-07-02   inlawwetrust InlawweTrust  赵廉慧 

https://mp.weixin.qq.com/s/HCOgLxTGAKZ7Um_MzRv7CA 

 

本文是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婚姻家庭法研究

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

“家事法论坛”第 18 期主讲发言提纲，供大家参考并批

评。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1、家庭成员和家族信托的受益人 

1.1 受益人的规定 

信托法规定，凡是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的

“人”，都可以成为受益人。 

而银保监“37 号文”对受益人的规定是：

“受益人应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庭成员”，按文

义解释这一条的含义非常明确，并非要求所有受

益人都是家庭成员，只要包含家庭成员即可。 

1.2《民法典》关于家庭成员的规定 

根据民法典，“家庭成员”是一个比近亲属

还狭窄的规定，只包括“近亲属”中和委托人共

同居住的人。这不利于家族信托功能的发挥，也

不符合情理。 

而且，民法典中“家庭成员”的概念，主要承

担的是人身权保护方面的功能，在财产继承方面

功能有限。 

小结： 

（1）37号文得不出“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必须

是家庭成员”的结论； 

（2）家庭成员的概念本身过于狭窄，不适合

定义家族信托受益人。可以用亲属或者近亲属替

代。 

2.死因行为和遗嘱替代信托 

2.1 遗嘱信托的特点 

遗嘱信托是以遗嘱方式设立的信托，要遵循

民法典继承编关于遗嘱的规定。 

从法律性质上看，遗嘱信托是单方法律行为，

不需要受托人的承诺；遗嘱信托是死因行为：随

时可以撤回；因此，在委托人死亡之前，遗嘱信托

不具有破产隔离功能。 

2.2 遗嘱信托存在的问题 

除了遗嘱信托对委托人不具有破产隔离功能

之外，遗嘱信托在委托人死后生效，委托人无法

履行转移信托财产的义务。这些都需要遗嘱执行

人和遗产管理人来替代。而且，遗嘱信托在意思

表示解释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从形式到内容都容

易被（特别是法定继承人）挑战。 

 “遗嘱家族信托第一案”即是如此。 

2.3 遗嘱和遗嘱信托的替代 

在我国，委托人可以保留很多权利，其中应当

包括撤回信托的权利，所以，在我国设立可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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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是可以的。当然，委托人也可以把这个权限

保留给别人：如保护人等。 

在比较法上，可撤回信托的财产在税收上和

对第三人关系上仍然被认定为委托人的责任财产，

只是其破产隔离功能容易受到挑战，并非无效。 

小结： 

遗嘱信托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并非家族信

托的首选。对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家族信托而

言，无法形成一种积极的商业模式。 

3. 家族信托受益人的继承人问题等 

3.1 信托终止后信托财产的归属 

信托终止，信托财产按照第 54条确定归属之

时，若受益人死亡且无继承人，信托财产是否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归公呢？因我国民法并不像有

些法域那样规定国家或者国库可以是自然人的继

承人，再加上未分配的剩余信托财产仍然是一个

拟制信托的信托财产而归属于受托人，所以，剩

余信托财产此时不会“归公”。 

3.2 受益人死亡和受益权的归属 

信托受益权是受益人的财产，受益人死亡无

继承人且无遗嘱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似乎应当

归公。 

但是，从合理性的角度看，家族信托是一种结

构化的赠与（structured gift），委托人设立信

托的整体目的是使其家族受益，即使信托文件没

有明文规定，此时按民法规定将受益权归公，可

能会违反可推知的委托人意愿和信托目的，所以

参照信托法第 46条法理处理可能是更合理的。 

3.3 家族信托受益权是否是夫妻共有财产？ 

家族信托受益权可以被认为受信托目的限制

的权利，即使信托文件没有明确约定，也可以认

为某一受益权是专属于配偶一方的财产，而非夫

妻共有财产。 

4. 权利让与禁止条款和反挥霍信托 

我国涉及受益人保护条款的两个路径： 

4.1路径一（第 9条和第 51 条），即在信托

文件中明确约定受益权的取得方式、取得条件和

剥夺条件，或者受益人的变更条件和期限等方式，

以保护信托财产并保护受益人。 

4.2 路径二（第 47、48条），即在信托文件

中限制受益人转让受益权或者以受益权偿债。 

根据民法典关于债权转让约定限制的规范，

第二个路径存在法理争议，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 

5.遗产管理人等和家族信托受托人的义务 

家族信托的设立和执行都依赖于遗嘱执行人

和遗产管理人。民法典完善了遗产管理人的担当，

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这都是巨大的立法进

步。但是，这些规则如何在现实中落实，仍然有待

观察（案例分析）。 

民法典也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责任。但这一

规定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注意义务以重过失作为要件是否合适； 

其二，没有区分谨慎义务和忠实义务，没有关

于违反忠实义务的规范。遗产管理人属于一种受

信人（fiduciary），忠实义务是其核心义务。 

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不同： 

（1）不以过错为条件； 

（2）不以给信托财产带来损害为条件； 

（3）重点关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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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会新闻 

赣州一男子当庭指使证人作伪证？法院：罚！ 

2022-07-13  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0GVv7ExEApwc4ELFqKd29g 

为打赢官司，信丰一男子将庭审查明情况，通

过微信告知准备作证的证人，指使他人作伪证，

法院决定对该男子进行罚款。 

庭审现场 

原告王某诉被告肖某离婚纠纷一案庭审过程

中，被告肖某为证明家庭财产性质、夫妻共同债

务等，申请了三个证人出庭作证。 

法庭调查阶段，第一个证人出庭作证时，法官

为核实证人与被告肖某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民间

借贷关系，用该证人的手机查看证人与被告肖某

之间的借款聊天记录与微信转账记录。 

干扰作证 

但在查看过程中，发现被告肖某居然在庭审

开始后仍然向该位证人发送多条微信，转述原告

王某在法庭上陈述的新的事实，甚至在该聊天记

录中，被告肖某直接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告知

该证人后续出庭作证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并要求证

人按照其意愿进行虚假陈述作伪证。 

 

法官当即宣布休庭，及时收取了被告及其他

两名证人的手机进行查验。 

通过核实，被告肖某也向第三位证人发送了

类似的内容，尽管第三位证人已迅速删除了聊天

记录，但在被告肖某的手机仍然发现了其指使证

人作伪证的铁证。法庭依法取消了第三位证人出

庭作证的资格。 

 

处罚决定 

被告肖某在证人即将出庭作证期间，通过微

信，将法庭调查的内容告知证人，并指使证人按

照被告肖某的意愿陈述证人证言并作伪证，其行

为严重违反了庭审秩序。 

经法庭事后询问，被告肖某承认了自己的上

述违法行为，并明确表示已经认识到自身错误，

甘愿受罚。信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肖某罚款

3000 元。肖某收到处罚决定书后表示无异议，并

已当场交清该笔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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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

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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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媒体视点 

深圳首创“生前预嘱”法规，我们可以怎样决定自己的死亡？ 

原创：2022-07-03  三联生活周刊 刘寅 

https://mp.weixin.qq.com/s/BySkijBhqpRvftQ_3lgQvA 

6 月 23 日下午，《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修订稿通过，“生前预嘱”第一次被写进法律。

这意味着，对那些考虑过临终时刻的人来说，以

后将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最后的医疗手段。 

正是通过“生前预嘱”，作为一名安宁疗护

医生，刘寅曾见证了一位老人，如何在清醒时刻，

预先完成了自己的临终医疗决策，以及如何安排

自己的身后事。 

初次见面和谈话 

沈仪琳老师是由熟人推荐来安宁病房的，推

荐人说，患者本人强烈要求安宁疗护。从我认识

沈老师到她离世只有短短 17 天，但是印象深刻，

无以复加。 

初见沈老师，她已经 80有 7了，但看着像 70

多岁。她卧在床上，身形清瘦，精神稍弱，说话有

些气短，但双眼充满了渴望。沈老师这次住院是

因为便血，已诊断出结肠癌。此前，她还得过肺癌，

做过手术。 

这次诊断出结肠癌，沈老师不希望有任何抗

肿瘤治疗。我们初次见面时，我问她有什么想说

的。她回答：“快点结束，越快越好。” 

 

沈仪琳老师生前留下的影像 

安宁病房的很多病人都很达观，但这么直接

的表态，还是让我有点吃惊。我问她知道自己的

病情吗？她表示：完全知道。 

沈老师还提到，自己这辈子该做的都做了，

不能再给这个世界创造价值，活着没有意义，也

不想浪费国家的金钱。得知沈老师是北大朝鲜语

专业毕业，随后我们俩聊了一下韩剧和朝鲜战争，

老人显得特别高兴。针对沈老师的病情，我们采

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给予她对症治疗并适当

的支持治疗，目的是缓解她身体的痛苦症状。2天

后，沈老师的症状得到部分控制。她非常希望和

我聊聊，我也一样，于是一拍即合，今年 3月 30

日，沈老师入院的第 5 天下午，我们认真地聊了

二十多分钟。 

这场对话里，作为一个对死亡有深入想法的

生命终末期老人，沈老师向我讲述了她为迎接死

亡而做过的准备。 

 

沈仪琳老师亲笔 

 “生前预嘱” 

谈话一开始，沈老师就告诉我，她最大的愿

望就是希望缩短死亡过程，避免浪费各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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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也很痛苦。她说，她已经在女儿的帮助下，

在那个网站上填好了五个愿望，其中包括她对自

己疾病治疗的想法，让她女儿一定要给我看一下

她的五个愿望。 

沈老师说的“那个网站”，指的正是陈小鲁

和罗点点他们成立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网，

这也是一个推广生前预嘱的网站。我有点意外地

问：“您已经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注册并填写了

我的五个愿望？”  

沈老师说对，随即让她女儿向我展示了电子

版。 

 

沈老师的五个愿望之一 

和人们常常说起的遗嘱不同，“选择与尊严”

网上的生前预嘱，是一份医疗护理指示文件，一

般由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针对的是那

些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情形。作为一个只

需要做选择题的制式文本，《我的五个愿望》一共

有 39个选项，最早由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 Commission on Law and Aging

和临终照顾专家共同协商编写。 

“选择与尊严”网站将其引入中国后，根据

中国的法律环境和使用者特点，做出了一定修改

后形成。其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在走到生命尽

头的时候，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心脏按摩、气管

插管、心脏电击及心内注射”等惊心动魄的抢救

措施，尽量自然而有尊严地离世。 

 

通过填写《五个愿望》，沈老师指明，她希望

由女儿和孙女帮助她度过最后的生命时光。她拒

绝了任何增加身体痛苦的治疗和检查，包括放疗、

化疗、手术探查等，也不要有任何形式的痛苦，如

呕吐、痉挛、抽搐、谵妄、恐惧或者有幻觉等。她

希望在被治疗和护理时，个人隐私得到充分保护，

身体保持洁净无气味。 

沈老师还放弃了全部的生命支持治疗，包括

⼼肺复苏术，使⽤呼吸机，使⽤喂⻝管，输⾎，使

⽤昂贵抗⽣素。她还希望，当自己在疾病中，如表

示出恶意、伤害或做出任何不雅行为，能得到原

谅。她也愿意尽可能多地接受志愿者服务。 

她还表达了对家人和朋友至死不渝的爱，希

望他们在她去世，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她还希望

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而在第一个愿望的补充

条款中，沈老师提到，她已办理遗体捐献⼿续，并

且已签署相关文件。 

 

感受到沈老师的与众不同后，我精神一振，问

她什么时候填写的“我的五个愿望”？沈老师回

答说是 2020年，通过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的

何大夫介绍签署的。2011年，沈老师在协和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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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切除手术，此后一直跟何大夫有联系。沈老

师说，“我的五个愿望”非常契合她的想法，所

以她很快就填了表，签了字，同时她指定的照顾

人，也就是她的女儿和外孙女，也签了字。 

至于遗体捐献手续，沈老师说，好几年前她就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办好了。她的母亲也曾是一位

遗体捐献者。作为一名医生，我完全能理解遗体

捐献对社会、医疗事业的作用和贡献。但是，按照

中国的传统观念，很多人其实是不接受的遗体捐

献的，沈老师母女两代人都选择为医学事业捐出

遗体，令我肃然起敬。沈老师说，她的想法是，

“在我走的那一天，我（希望）还能为国家做出

最后的一点贡献。”  

 

《爱》剧照 

一个垂危老人的生命观 

尽管沈老师虽然如此达观，但是作为医生，我

还是有我的疑问。毕竟她做过肺癌手术，对癌症

的病程和治疗是应当清楚的。也就是说，她应该

知道，以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即使得了肠癌，她也

许还有机会得到治愈，甚至延长生命。我忍不住

问：“您这次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呢？”  

沈老师的答案是：“做这个治疗，肯定又要花

很多医疗费用，只能浪费各方面和国家的财产。

而且做好了，对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有什么意义

呢？毫无意义。我已经 87岁了，没有必要再撑到

88 岁、89岁，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非常非常希

望放弃治疗。这是我的概念，跟大夫的想法不一

样的。” 

我提到，人类是在不断追求长寿的过程中奋

斗和进步的。结果沈老师回复，“很多人他愿意

追求长寿，他去追求；我不愿意追求长寿，就让

我不愿意追求。”然后，她反复提到，自己即使治

好了，也无法为社会做贡献了。看起来，这也是她

不愿意再延长生命的重要原因。 

 

但我却更加好奇：“很多人不愿意离开这个

世界，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对生的眷恋，一

个是对死的恐惧。您对死亡有恐惧吗？” 

沈老师：“我现在不好说，因为不知道要死的

时候，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我想我对死亡的恐惧

只有一个，那就是恐惧病痛，别的我估计没有。生

的眷恋肯定有的，对孩子呀，对自己想做的事情

呀，会想很多很多。” 

我问：“您是对死亡过程比较担忧？” 

沈老师：“关于死亡的事情，我想了很长时

间，可能这样死或那样死，人死了以后会是谁？

有没有灵魂？很多人说有，这个谁知道？只有死

过了，我才能知道嘛。我现在还是觉得，没有灵魂。 

我一直希望，假如能够成为一个“非刑事犯”

的“安乐死”当事人，就非常幸运了。但现在不

可能。 

按照传统，人道主义、救死扶伤，是对大夫的

最重要要求，但将来对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解

释，应该有所改变。比如你对我，按照我的愿意给

我执行了‘安乐死’，应该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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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医师的遗产》剧照 

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能逻辑如此清晰地决

定和看待自己的生死，实在难得。我忍不住赞叹，

“真是有智慧的老人”。 

我还问沈老师，您觉得生前预嘱的“我的五

个愿望”适合在中国推广吗。沈老师说：“我认

为非常适合在中国推广，但是很有阻力。”她也

清楚，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很多人还是希望

把病治好，多活一天好一天。 

在我们安宁疗护病房里，经常会看到一些跟

沈老师一样有智慧的老人，生前就已经交代好了

身后事，比如遗产怎么分配，墓地如何选择，是否

举行告别仪式等。前几天，还有一个老人给我展

示了她的“寿衣”。但正如沈老师自己也意识到

的那样，出于各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目前能这

样井井有条安排自己生前身后事情的老人仍是少

数。 

 

《入殓师》剧照 

尾声 

沈仪琳老师是 2022年 4月 6日 20:34在我们

安宁病房离世的，享年 87 岁。从来医院到去世，

一共 17天，自述一点没感觉疼痛。 

后来，沈老师的女儿告诉我，她父亲正是患肠

癌去世的，去世前疼得死去活来，给全家人留下

了深刻而可怕的印象。正是有了前车之鉴，从沈

老师患肠癌开始，全家就决定，只要不疼，别的什

么都无所谓。在她看来，沈老师最后的安宁治疗

的确是成功的。 

沈老师的女儿说，沈老师缺乏求生欲念，除了

觉得无法对社会做贡献了，也因为接受不了自己

在床上排泄，脏乎乎的，需要别人帮忙清理和收

拾。她认为那样活着没有尊严。 

 

《你好，李焕英》剧照 

认识沈老师时，我对她还一无所知。后来我

知道了，她是韩语翻译家、作家、编辑，曾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沈老

师去世后，我上网搜索了她发表的文章和编印的

书籍，其中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 2022年 4月 1日，

写的是她和女作家毕淑敏共同主编《韩国女作家

作品选》的一段往事。 

这本书出版于 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在北京举办之前，文章提到，“这是中韩建交以

后第一次出版韩国小说选，为增进中韩妇女之间

的相互了解作出了一定贡献。” 

阅读这些文章，我更加深了对沈老师的了解。

也打心底知道了，对她来说，对社会的贡献为什

么那么重要。实际上，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个人

价值就是通过国家价值来实现的，社会责任感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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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他们的一生。而这，或许是她能达观地看待

自己生死的原因之一吧。 

司马光说过：“体貌尊严，举止安重。” 写

下这篇文章，我是想赞美一个平凡又崇高的灵魂，

我想表达的是，如何帮助生命末期患者的“个人

意愿和追求”能够得到尊重和实现。沈老师曾说，

死过之后，才知道有没有灵魂。而我想告诉沈老

师，您无私为社会奉献的精神永在。 

 

《非自然死亡》剧照 

沈老师去世 2个多月后，6 月 23日下午，深

圳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生前预嘱”

第一次被写进了条例中，条例将在 2023年 1月 1

日正式实施。这意味着，在那以后，深圳居民的

“生前预嘱”将受法律保护。 

“我和许多人一样渴望一种自然的死亡（在

遥远的将来），而不要陷入一种意识和生命力已

经消失却要维持肉体存续的两难境地。“——[美]

莎伦·考夫曼《生死有时》 

在此基础上，在一个人因为疾病和年老，不得

不面临生命的终结时，大众版本的医学预嘱——

《我的五个愿望》不失为一个选择。 

离婚纠纷中“探望困境”的解决之道 

2022-07-07 民主与法制时报  潘巧 

http://e.mzyfz.com/paper/1866/paper_49891_10436.html 

不能让“见孩子”成难题 

探望权是法律保障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孩子一

方探望孩子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需要直接抚养

方的支持和配合。现实中，探望权的行使往往由

于直接抚养方的不配合而受阻。即使进入强制执

行阶段，也因为此类案件的特殊性而使得探望权

的实现陷入困境。 

近年来，一些法院创新探望权执行方式，通过

发出《探望权自动履行承诺书》《家庭教育令》等

方式解决探望权执行难题。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也为解决探望权执行难题进行

了创新规定。 

如何破解“探望困境”？结合《草案》的创新

规定及各地的创新实践，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探讨“探望困境”的解决之道。 

  被“阻碍”的探望权 

探望权是原婚姻法 2001 年修正时的新增内

容。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对此也有相应规定，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

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然而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直接抚养方往往

拒绝履行协助的义务，甚至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对

方探望，迫使一方因与子女难相见而以探望权纠

纷为由诉至法院。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探望权纠纷”为案

由的裁判文书数量近 3万篇。这些判决书中，“拒

绝配合”“推脱”“霸占”“阻挠”“避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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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未果”是高频词。直接抚养方拒绝“协助”

的原因“五花八门”，包括对方未支付抚养费、离

婚后双方家庭之间的摩擦、双方关系恶化、探望

方式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探望行为影响孩子学

习等。 

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是，探望权纠纷案件判

决容易执行难。即使胜诉，想实现探望权也困难

重重。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南京

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早在 2005 年就开始

关注探望权执行难问题。根据她的研究，被执行

人不配合、被探视的子女不配合、案外人阻挠等

是探望权执行难的主要表现，原因主要在于缺乏

有效的执行措施或者执行措施没有针对性，从而

难以对被执行人产生震慑效果。 

“探望权纠纷案件中的未成年人的父母乃至

两个家族之间的矛盾和情感纠葛，带有非理性成

分，未成年子女成为被一方或双方利用的‘砝码’，

使得探望权执行雪上加霜。”陈爱武说。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大

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平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

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未成年子女在成长过程中，

需要未直接抚养方在情感上的滋润，由于部分夫

妻在离婚时矛盾重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归一方

抚养后，直接抚养方认为孩子与对方已经不再有

关系，从而设置重重障碍阻止对方实现探望权。 

  “强行探望”不被允许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的执行案件，在探

望权执行案件中，法院只能通过合法程序，强制

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而不能直接对未成年人子女

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6月 24日公布并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

“执行依据确定未成年子女由一方当事人抚养，

另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拒不交出的，除依据前条

规定的方法执行外，人民法院也可以将该子女领

交抚养人。但是，满八周岁的子女明确表示反对

的，不得领交。” 

陈爱武解释说，“领交”不是强制，而是温和

地“领走和交接”，不涉及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进行

强制。“满八周岁的子女明确表示反对的，不得领

交。”表明“领交”是有限度的。从保护未成年子

女利益的角度出发，即使是未满八周岁的孩子，

当他们对执行行为强烈抵触和明确反对时，也应

当查明原因，做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或者在

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继续执行或者暂停执行。 

而在探望权纠纷案件中，当被执行人不配合

探望权执行时，法院是否同样可以采取将被探望

子女领交探望人的方式？ 

王建平认为，在探望权案件中直接将子女领

交探望人的方式并不合适。未成年子女不是探望

权行使的义务配合主体，父母一方不得对未成年

子女进行强行探望，也无权请求法院强制未成年

子女配合。 

陈爱武也认为，法院一般不可以采取将被探

视的子女领交探视人的方式。对未成年子女的探

视权，涉及的是探视行为，从行政法中比例原则

角度来说，无须采取更为严厉的“领交”子女的方

式实现探视权。如果直接抚养人拒不接受和解和

说服，拒不配合探视，则构成非良善父母，探视权

人在必要时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要求法

院判决由自己担任监护人。 

“孩子是人不是物，更不是执行的客体，探望

权执行应当注意呵护孩子敏感的自尊心，并在和

缓的环境下实施探望，直接抚养方的配合是实现

探望权的重要因素。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依然是

重要选项。”陈爱武说。 

  拟“升级”强制措施力度 

按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

于拒不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或者组

织，可以采取拘留、罚款的强制措施。个人罚款限

额为十万元以下，单位罚款金额为五万元以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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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一般来

说，罚款、拘留不得连续适用。 

《草案》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百八十八条对

有协助探望义务的被执行人的罚款、拘留强制措

施进行“升级”。罚款方面，虽然对个人和组织的

罚款上限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相

同，但《草案》建立按日罚款制度，累计罚款天数

不超过一百八十日。此外，《草案》建立特殊拘留

制度，对拘留期限进行大幅提升，当拘留期限届

满后，被执行人仍未作出特定行为的，可以再次

予以拘留，但累计拘留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陈爱武说，探望权案件执行难很重要的因素

在于不协助执行的成本低。此前，由于罚款额度

有限，起不到震慑作用，且拘留通常只能拘留一

次，对于当事人之后的继续拒不履行行为，执行

人员往往束手无策。另外，此前罚款和拘留措施

没有专门针对探望权和交付子女等涉及未成年子

女案件的执行进行规定和界定，具体适用时往往

依据不足，执行人员不会用或不善用这些强制措

施，使得拘留和罚款强制措施在探望权纠纷案件

执行中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草案》强化执行力度，按日罚款体现涉未

成年人案件执行的紧迫性，足以使被执行人受到

震慑；特殊拘留制度的设立，同样提高拘留措施

的震慑力，可以更好地维护法院裁判权威，保护

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陈爱武说。 

王建平认为，按日罚款和特殊拘留制度的建

立，均带有惩罚性，是对藐视法院生效判决的强

制处罚，有利于现案和积案的执行。虽然是按日

罚款，但赋予法院酌情裁量的权利以及被执行人

对罚款决定不服的救济途径，拘留措施也设置了

提前解除的条件，说明拘留、罚款不是目的，执行

裁判才是目的，是为了让被执行人认识到法院生

效裁判的权威性。 

  破解“探望困境”仍需多方合力 

除《草案》上述解决执行难的条款外，破解现

实中的探望权执行难题还应做哪些努力？ 

陈爱武说，探望权纠纷案件执行难，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夫妻双方将个人感情纠葛带入对未成

年子女的抚养关系之中，通过拒不协助探望作为

惩罚对方的方式。解决探望权执行难的深层次举

措是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真正落实“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此外，还应加强宣传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件、

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等方式，引导全社会认真对

待离婚后子女抚养和探望问题。 

记者注意到，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分组审议《草案》时，有委员建议根据家

庭教育促进法的规定，责令被执行人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教育引导被执行人正确地树立探望观念，

从根本上解决探望权执行难的问题。 

近日，上海、苏州、广州等地法院在探望权纠

纷案件执行过程中就加入了家庭教育指导。以上

海为例，今年 2 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向一

起离婚后探望权强制执行案中的被执行人发出宝

山区首份《家庭教育令》，也是上海市首份在执行

阶段发出的《家庭教育令》。 

王建平认为，法院应在裁判文书中附加相应

条款和解读，提前告知当事人合理行使探望权，

并提前警示和告知当事人违反相应承诺可能承担

的法律后果，减少日后探望纠纷、强制执行的发

生。 

类似方法已经在部分法院适用。今年以来，广

东、四川、江苏等地法院通过发出《探望权自动履

行承诺书》的方式，对离异夫妻关于子女探望权

问题作出引导约束，就如何依约行使探望权及如

何依法配合对方行使探望权作出承诺。 

此外，王建平建议，对探望权纠纷案件中不履

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增加党纪

政纪惩戒。将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被执行人纳入

失信平台，进行相应的信用惩戒，并向社会公开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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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抢救时患者本人自决权得到保障 

2022-07-12  法治日报人大视窗   

http://appdzb.legaldaily.com.cn:8081/nz/104260.jhtml 

 

广东省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

立法的地区。图为深圳遗嘱库。 CFP供图 

本报记者  赵晨熙 

“我当初的选择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时至

今日，这个问题依然会不时困扰着家住北京市西

城区的吴女士。 

半年前，吴女士的母亲因身患肺癌晚期去世，

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内，因难以忍受巨大的病痛和

高昂的治疗费用，曾多次表达想要放弃治疗的想

法，但家里人出于“尽孝”“不留遗憾”等考虑，

仍选择了插管抢救，老人在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多日后，最终离世。 

当患者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尽力抢救可能

会让病人在最后时间里承受极大痛苦，最终依然

人财两空；如果不抢救，又有可能成为家属心中

永远的遗憾……这种矛盾心理长期困扰着许多患

者家属，难以抉择。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其中第七十八条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要求，收到患

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规定条件的生前预嘱后，

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医疗机

构实施医疗救治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

思。新修订的《条例》将于明年 1月 1日起施行，

深圳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

区。 

“生前预嘱入法的重要意义在于临终抢救时，

患者本人的自主决定权得到了法治保障。”中国

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广生前预嘱制

度有助于化解家属选择困境，避免医疗资源不必

要浪费，也有助于社会树立正确生死观。 

生前预嘱尊重患者意愿 

作为北京市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一名医生，

江彦（化名）经历了太多患者家属在患者弥留之

际面临两难抉择的场景。 

“身为医生，要去尽最大的可能性抢救病人，

但受限于现有医疗技术，对于一些末期病症的抢

救，确实会显得有些‘徒劳’。”江彦曾不止一次

面对绝症患者希望“保守治疗”的请求，但出于职

业操守，他只能如实汇报情况，由家属最终决定。 

根据新修订的《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收到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

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

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

的意思表示，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

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

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 

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江彦认为新修订的《条

例》中明确规定的“创伤性抢救措施”很有针对性，

因为实践中，家属大多在是否为患者进行插管等

创伤性抢救上出现分歧。 

“多数家属觉得进行创伤性抢救，患者依靠

仪器维持生命就没有了生命质量，有些家属则坚

持‘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所以除非家属达成一致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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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否则医院很难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抢救。”

江彦说，实践中，在患者弥留之际是否抢救而产

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患者家属，因为患者往往已

处于昏迷状态，因此通过生前预嘱，让患者在清

醒时自行决定很有必要，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

医院也不用担心患者家属会随意更改，能最大限

度地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 

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明确规定，“自然人的生命

尊严受法律保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

主任林正茂在解读新修订的《条例》时指出，生前

预嘱制度体现的是对宪法和民法典关于生命权相

关规定的落实，其核心是尊重。 

事实上，生前预嘱此前已在民间进行过探索。

2013年成立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是我国第一

个推广生前预嘱的社会组织。2021 年 4月，深圳

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成为全国第二个推广

生前预嘱的社会组织。 

但是，此前民间组织的生前预嘱由于不具备

法律效力，医疗机构并不敢以此作为认定依据，

一旦患者家属对此有异议，医疗机构有可能会面

临民事侵权索赔，承担巨大的法律风险。 

因此，在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

看来，生前预嘱入法，不仅保障了签署生前预嘱

人的生命自主权，也是医疗人员从业的法律保障。 

安宁疗护服务重要环节 

记者注意到，在生前预嘱制度引发关注后，有

观点认为这是要逐步推进“安乐死合法化”。 

“生前预嘱与安乐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

念。”江彦认为，生前预嘱是病人在清醒时对自己

未来临终时治疗手段的一种提前选择，医院要尊

重患者的选择，但并未人为干涉生命自然消亡的

过程。安乐死则是通过某种特殊手段，来人为改

变患者的死亡进程，加速死亡，二者有本质区别。 

刘鑫对此表示认同，生前预嘱是安宁疗护服

务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

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

神等方面的照料关怀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 

安宁疗护不等于放弃治疗，是采用安宁缓和

的医疗方式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

一程。生前预嘱入法以法律的权威性保障了生前

预嘱制度的实施，在推行中也应加强对安宁疗护、

临终关怀等服务的科普宣传，提高人们对“尊严

死”的意识程度。 

今年 3月，国家卫健委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的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安

宁疗护服务，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完善安宁

疗护多学科服务模式，提高老年人和疾病终末期

患者生命质量。 

可在全国推行生前预嘱 

湖北武汉一位医生因感染重症新冠肺炎，情

况危急，他本人坚决拒绝插管抢救，但他的同事

们则认为还有治愈希望，于是给他打了镇静剂，

在他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了插管，最终这名医生

康复了。 

这个案例说明，患者本人意愿固然重要，但医

生的专业判断也可能挽救过早自愿放弃生命的患

者。因此，执行生前预嘱必须要有严格的医学标

准。对于生前预嘱，医疗机构应当尊重，但最终决

定权还是要按照诊疗规范依法取得患者或者其近

亲属意见。实施生前预嘱必须经由医疗机构作出

专业判断，也需要卫生主管部门对此作出细化具

体的相关指引，使这一制度能够更好落地。 

从新修订的《条例》规定来看，生前预嘱实施

的前提条件是患者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

者临终时”的状态。虽然目前医学界对于一些病

症出现何种特点就意味着患者已处于临终状态或

丧失抢救价值有一定共识，但仍要有相关制度和

标准来对其进行约束，不应取决于单个医生，而

是要结合相应的医学制度来综合确定标准，否则

容易产生争议。 

“生前预嘱的可靠执行场景应该是在安宁疗

护机构，一般情况下，不可治愈的疾病终末期患

者要在专科主任医师和安宁疗护医师共同评估其

没有好转的可能后，才可以执行生前预嘱。”在李



183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瑛看来，急性医疗患者不应属于生前预嘱可执行

范畴。比如，一个人遭遇突发车祸，即使他签署了

生前预嘱，也需要使用一切医生认为必要的抢救

措施。 

除确定患者是否符合实施生前预嘱条件外，

实践中可能面临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认定生前

预嘱的真实性，这也直接关系到这一制度是否有

可能被“恶意利用”。 

新修订的《条例》规定，生前预嘱要经公证或

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

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采用书面方式的，

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

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

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生前预嘱涉及众多法律和医学的专业概念，

且与患者的生命直接相关，需出台更为细致的配

套制度来保证实施。从一些实施生前预嘱制度的

国家经验来看，制定生前预嘱除了要遵守正规操

作流程外，也要将其记入患者的健康档案中，以

确保其真实性。”刘鑫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台配

套政策，未来可考虑出台位阶更高的法律法规，

将这一制度上升到国家层面。包括如何拟定、如

何修改及取消、如何和患者医保卡进行联动等内

容。医院方面则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核制度和审

核流程，如果需要实施生前预嘱，除患者家属在

场外，必要时也可邀请律师、第三方公证机构等

参与。 

2020年 6月 1日起施行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

康促进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应当分工合作，为公民提供预防、保健、治疗、

护理、康复、安宁疗护等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卫

生服务”。这为安宁疗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

未来也可将生前预嘱制度的相关规定加入到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待条件成熟后这一制

度在全国推行。 

电竞酒店侵犯不特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22-07-25  人民法院报  赵迎娣 陈雅君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25/content_219251.htm?div=-1 

 

图为本案庭审现场。 

  导读 

 近年来，以“电竞+”为营销噱头的酒店备受

年轻消费者青睐。与普通的宾馆、酒店不同，电竞

类酒店的主要宣传卖点在于其高端的电脑配置和

高品质的游戏体验，且以网络服务为主要营利手

段。但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电竞酒店却仅以

住宿场所登记营业，使得大量未成年人以住宿名

义齐聚酒店无节制上网，锁门关窗的特性甚至伴

随刑事犯罪发生。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首起电竞酒店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

服务民事公益诉讼案，判决该酒店立即停止向未

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并于判决生效后在

国家级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2022

年 6月 10日，判决生效。目前，该电竞酒店已履

行判决。 

    未成年人为上网频繁出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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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迷上网的未成年人小苏发现，学校附近新

开的一家电竞酒店只要入住就能上网，而且网速

极快，游戏特别丰富，还不用像其他网吧那样查

验年龄。几次尝试下来，小苏还发现虽然该酒店

声称未成年人入住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但是自

己在入住登记表中填写了父亲手机号，酒店从未

真的打电话核实过。如此一来，小苏就愈发胆大，

甚至逃课去电竞酒店上网。调查发现，类似小苏

的情况并不鲜见，他只是多名未成年人前往某酒

店上网的一个缩影。 

某酒店从 2021 年 3 月 27 日开始从事电竞主

题酒店经营，拥有的 20 个房间全部为电竞房间。

截止到 6 月底，短短三个月时间内，该酒店住宿

系统就显示未成年人入住记录 387 人次。并且根

据调查得知，入住酒店的未成年人消费者主要目

的是上网玩电竞游戏，而不是为了住宿。 

在营业期间，包括小苏父母在内的多名家长

曾制止酒店接纳未成年人上网。该酒店却称，“这

里是酒店不是网吧”，仍然接纳未成年人入住，

并先后两次被行政处罚。 

2022 年 5 月 12 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诉被告某酒店管理

公司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民事公益诉讼案。 

    电竞酒店实为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据了解，某电竞酒店的企业登记表显示，其

许可经营项目并不包含互联网上网服务，但其门

牌上清晰地标明服务范围包括“上网、住宿、餐

饮、休闲”，在美团的营销广告中也宣传自己是

“依托于电竞游戏的新型酒店，不仅享受媲美网

吧的高品质电竞服务，还可以拥有住酒店的舒适

体验”。在宣传页下方消费者的评论中，消费者

也都重点评价了电脑配置、网速、游戏等。 

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

二条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作出的规定，判

断是否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能仅以

它的外在形式和场所的名称作为标准，而应以是

否符合实质要素作为判断标准。实质要素有三个，

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本身的营利性和提供互联

网上网服务。 

宿迁中院审理后认为，某酒店的营利性和服

务对象的不特定性没有争议，主要判断其性质上

是属于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还是住宿、餐饮服务。

某酒店的名称虽然是酒店，但其与普通的提供住

宿和餐饮服务为目的的酒店存在明显的不同。首

先，从配备的设施看，某酒店共 20个房间，全部

为电竞房间。每个房间均配备 2 台到 5 台电脑，

电脑的软、硬件配置和功能与网吧基本相同，可

以供消费者玩电竞游戏以及互联网上网。同时，

房间内提供多台电脑，不仅可以供单人上网，还

可供多人同时上网玩游戏，更符合网吧的特征。

其次，从消费模式及招揽手段看，某酒店虽然提

供住宿服务，但其主要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为

消费点，入住酒店的未成年人消费者主要目的也

是上网玩电竞游戏，而不是为了住宿。最后，从收

费模式看，某酒店系根据房间内电脑数量和软、

硬件配置高低不同设置收费标准。 

因此，某酒店兼具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和住

宿、餐饮服务的功能，实质上以提供互联网上网

服务作为主营业务和主要招揽手段，故其性质属

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权益 

  大量未成年人齐聚电竞酒店无节制上网，给

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发生

刑事犯罪。涉案未成年人小明因沉迷上网，多次

进入电竞酒店通宵打游戏，在无收入来源的情况

下，为支付电竞酒店高昂住宿费用，最终选择了

盗窃。 

宿迁中院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

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某酒店有义务核实消费者

的年龄，但为达营利目的，没有履行相应义务，为

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违反上述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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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未成年人长期通宵上网损害身体健康，长期

沉迷网络影响其正常学习，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网络世界信息量大、内容复杂，其中的负面信息

容易对未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不

利影响，甚至使他们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某酒

店向未成年人提供电竞服务场所的行为，侵害了

未成年人的健康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等权益。 

某酒店作为经营场所，向社会公众开放，面向

的是包括大量未成年人在内的不特定的消费者。

某酒店行为损害的利益主体不仅是个体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更是不特定未成年人群体的健康成

长，乃至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和安宁。未成年人

的发展与民族和国家命运紧密关联，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某酒店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即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故法院判决被告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立即停

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并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家级公开媒体向社会公众

书面赔礼道歉。 

    裁判解析 

   判决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功能 

本案系全国首例电竞酒店向未成年人提供互

联网上网服务民事公益诉讼案。电竞酒店，是一

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业态，是一

种依托于电竞游戏的新型酒店，不仅为消费者提

供网吧等同配置的电竞游戏，也提供住宿服务。

但电竞酒店到底属于住宿场所还是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社会上争

论也较多。而定义为不同的场所，则面临不同的

监管，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将电竞酒店认定为

住宿场所，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在履行查验、报

告等义务后，可以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如果将电

竞酒店认定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则必须

取得互联网文化经营许可证，并且严禁未成年人

入住。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是对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活动进行规制的主要法律依

据。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是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

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

场所。学校、图书馆等单位内部附设的为特定对

象获取资料、信息提供上网服务的场所，应当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不适用本条例。”该规定对属

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进行了不完全列举表

述，对该类型营业场所进行的列举不可能穷尽所

有的业态，也不可能实现完全覆盖。因此，并非只

有网吧、电脑休闲室才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其他营业场所符合该条规定的实质要素，

也应当认定为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此

外，2020年 12月 4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规

范发展的通知》规定：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为

主营业务或主要招揽手段的综合性上网服务场所，

应当依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申请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实施经营管理

技术措施和未成年人保护措施。从该通知也可以

看出，营业场所符合有关规定的实质要素，就应

当认定为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根据上

述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实质要素有

以下三点：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场所本身的营

利性和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为主营业务或主要

招揽手段。具体到本案中，从涉案酒店配备的设

施、消费模式、招揽手段和收费模式等综合判断，

某酒店兼具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和住宿餐饮服务

的功能，实质上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作为主营

业务和主要招揽手段，故其性质属于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其目的在于维护不特定

多数人合法利益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当然，

并非所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检察机关

都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是要从被侵害的社

会公共利益的性质、程度、修复成本等因素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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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本案侵害的对象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

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也是父母与家庭的寄托。对

不特定未成年人权益的侵害，不但违法，也有违

公序良俗。涉案电竞酒店是以放任甚至引诱未成

年人上网玩游戏方式侵害未成年人健康权、发展

权等权利，其危害程度具有严重性、广泛性、不可

控性和不可预测性，如对该类行为不加以规制，

危害将愈加扩大。因此，本案认定电竞酒店向未

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违反了法律规定，侵

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希望通过这一判决，推动形成禁止未成年人进入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的共识，促使未成年人

保护法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得到有效贯

彻落实。 

  专家点评 

 拓展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  肖建国 

本案是一起涉电竞酒店提供上网服务的未成

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对于电竞酒店性质的认

定具有开创意义，展现了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领域的新作为、新担当。 

在事实查明层面，法官准确归纳争议焦点，平

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通过援引专家辅

助人的意见进行说理，提升了裁判的说服力与公

信力；在法律适用层面，在现有法律规范对于电

竞酒店是否属于互联网营业场所没有规定的情况

下，法官结合涉案电竞酒店的实际经营状况，运

用多种法律解释方法，认定涉案电竞酒店属于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突破了成文法的局限性。

本案认定被告为不特定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

服务的行为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侵犯

了不特定未成年人健康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等

合法权益，并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支

持了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请求，从而大幅拓展了未

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司法保护的空间。在社会效

果层面，该案判决有助于厘清新业态下的电竞酒

店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之间的关系，推动

全社会形成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合力。该案

裁判结果树立了正面的司法导向，对同类案件的

裁判具有规则引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一审败诉|聚法案例 

2022-07-27 聚法 搜案例 找 

https://mp.weixin.qq.com/s/q56l97Tq5-qxgpMOUCFXsQ 

7月 22日，据新京报，全国首例“单身女性

冻卵案”当事人徐枣枣收到一审判决书，法院驳

回其所有诉讼请求。 

 

（图片来自南方都市报） 

此前，徐枣枣向北京妇产医院寻求冻卵服务，

因医院拒绝，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

将医院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对其一

般人格权的侵害，为其提供冻卵服务，并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该案件在2019年12月和2021

年 9 月先后两次开庭审理，2022 年 7 月 22 日，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徐枣枣所有诉讼请求。 

国家卫健委：为单身女性冻卵不符合我国法

律法规有关规定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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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 

此外，在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

案“赋予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权利”，对

此，国家卫健委在 2021年 1月发布的答复函中表

示，“以延迟生育为目的，为单身女性冻卵不符

合我国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答复函解释，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应用卵

子冷冻技术存在健康隐患。在取卵和卵子冻存、

解冻、移植过程中均存在技术风险，例如促排卵

药物应用可能带来的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以及手

术取卵操作的出血和感染风险，危害女性健康。 

二是为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卵子冷冻技术应用

在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由于技术起步较晚，

卵子冷冻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子代安

全性仍然需要长期随访资料进一步证实。美国生

殖医学会、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均认为没有

足够证据支持女性以推迟生育为目的应用卵子冷

冻技术应用，并明确提出商业化推广卵子冷冻技

术可能会给晚育女性带来虚假希望，造成女性进

一步推迟生育计划。 

三是严防商业化和维护社会公益是辅助生殖

技术实施需要严格遵循的伦理原则。超出医学指

征、将辅助生殖技术作为商品向健康人群提供，

会不可避免地促使以盈利为目的导致技术滥用。

目前部分媒体使用“后悔药”“生育险”等说法

对卵子冷冻技术进行渲染，容易产生误导，带来

技术滥用的风险和不良社会影响。 

类案检索 

意外丧偶女子诉请医院依约继续实施试管婴

儿手术获支持 

相关专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目前医院的冻

卵、冻精行为仅限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不孕

夫妇遇到特定状况时使用。本文检索到一件特殊

案例，因丈夫去世，妻子作为丧偶妇女，要求医院

继续履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合

同，法院支持其主张。 

案号为（2020）豫 03 民终 9156 号的二审民

事判决书中显示，李小小与张三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登记结婚。2020 年 4 月，李小小与张三到妇

幼保健院就诊，在医生建议下自愿接受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助孕治疗。同年 6 月，李小小夫妇经过

妇幼保健院采取辅助生殖技术形成胚胎 2 枚及囊

胚 8 枚。张三于同年 7 月 3 日去世，后妇幼保健

院以此为由拒绝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 

李小小认为，其与张三结婚五年未生育，其是

丧偶妇女，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单身妇女并不是同

一概念，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李小小与张三在上诉人妇幼

保健院进行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双方之间形成了

合法有效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李小小、张三与

妇幼保健院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生育

子女，上诉人已为二人培育并冷冻胚胎，虽然张

三在合同履行期间亡故，但其生前与李小小共同

在该医院接受治疗，签署了多份知情同意书，同

意培育并冷冻胚胎，表明李小小与张三同意通过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胚胎移植系医疗服

务合同的一部分，是实现合同目的的重要步骤，

上诉人继续履行医疗服务合同不违背张三生前意

愿，亦不违反知情同意原则。关于上诉人继续履

行合同是否违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第十

三条规定问题，因李小小夫妇此前未生育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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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育不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李小小作为

丧偶妇女，要求以其夫妇通过实施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获得的冷冻胚胎继续孕育子女，和该规范中

所指的单身妇女要求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情

形并不相同。妇幼保健院应继续履行与李小小、

张三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为李小小施行胚胎移

植医疗服务。综上，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妇幼保健

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会议实录｜“单身女性冻卵第一案”研讨会成功举办 

原创：2022-07-29 生命伦理法前沿  生命伦理法前沿 

https://mp.weixin.qq.com/s/th7sRP30uz8sP_ohaPxfzA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针对备受关注

的“单身女性冻卵案”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原

告徐枣枣要求被告北京妇产医院为其提供冻卵服

务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如

何看待单身女性冻卵、单身女性生育权、延迟生

育、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问题的广泛争议。为厘

清争议、凝聚共识，推动上述问题的持续关注和

思考，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

律科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单身女性冻卵第一

案”研讨会。本案原告徐枣枣女士、原告代理律

师董晓莹、被告代理律师聂学，以及来自清华大

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湖南大

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公共卫生治理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

学学院、湖北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与中医药法治

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法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生命

伦理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本次会议

发言，来自全国范围内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法

律实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同步参与了线上会议。 

第一节 案件情况介绍 

会议第一节由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曹薇薇主

持，本案原告徐枣枣女士及其代理人、广东国鼎

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晓莹，以及本案被告代理人、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聂学介绍了本案基本

情况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徐枣枣女士首先简单介绍了三年多以来亲历

案件的全过程。2018年底，基于想将更多精力投

入到学习与工作当中，且意欲保留日后以当阶段

卵子质量进行生育的可能性，徐女士前后两次赴

被告医院咨询冻卵相关事宜，均被医院告知因其

未婚无法提供冻卵技术服务。就此，2019年 3月

徐女士以医疗合同纠纷为案由申请立案被拒绝，

后于当年 10 月以一般人格权纠纷为案由立案成

功。该案自 2019 年 12 月份第一次开庭至近日形

成一审判决，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徐枣枣女

士也表示会针对该案一审判决进行上诉。 

 

徐枣枣 

本案原告 

本案原告代理人、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董晓莹针对一审判决书发表了意见，董晓莹律师

认为判决书中几乎没有体现原告方代理律师以及

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其主张单身女性冻卵涉及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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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保护、性别平等等问题，而

且，从《妇女权益保障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以及我国目前生育政策角度而言，我国对于单身

女性冻卵也应是开放的态度。 

 

董晓莹 

本案原告代理人、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被告代理人、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

师聂学指出，在一审过程中，被告方主要从医学

风险、社会伦理等角度出发阐述了被告方观点。

聂学律师针对本案进一步提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其一，生育权的实现一定需要医疗机构履

行作为义务？医疗机构不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

就一定侵犯了生育权？其二，对于不存在相应医

学指征的冻卵请求者，医疗机构为其冻卵后，在

该妇女因年龄等原因导致其子宫不具备生育条件

的情况下，医疗机构是否还需要为其寻找代孕等

手段以保障其生育权？否则，医疗机构是否侵犯

了其生育权？其三，基于男女平等原则，医疗机

构是否还负有保障男性生育权的义务？总体而言，

聂律师指出，冻卵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在

我国目前国情下应特别慎重适用。 

第二节 主题发言 

会议的第二节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华

预防医学会公共管理与法治分会主任申卫星主持。 

 

申卫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管理与法治分会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

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生命伦理

研究所所长邱仁宗以“单身女性要求冻卵能否得

到伦理学辩护”为题进行主题发言。邱仁宗教授

首先指出应当从宏观的健康权实现和保障的角度

来看待医疗行为，而不仅仅将其认为是针对疾病

的治疗，辅助生殖技术便是典型的例子。其次，邱

仁宗教授认为冻卵技术的“受益-风险比”较大，

具体体现在该技术有益于个人和社会，为女性的

生殖提供了多种可能选项，利于实现其生育权，

且技术本身对于女性和未来孩子的风险是比较小

的。最后，邱仁宗教授指出女性基于医学理由和

非医学理由要求冻卵并无道德意义上的区别，认

为非医学理由（例如基于事业等因素的考量）冻

卵是未婚女性基于身体权和生育权非常合理的诉

求，且在分析了非医学理由冻卵可能存在的伤害

后，可以发现这对他人和社会并无伤害，故伤害

论证不能成立。因此，邱仁宗教授认为单身女性

要求冻卵能够得到伦理学辩护，而禁止单身女性

冻卵实际侵害了女性身体权，违反性别平等原则。 

 

邱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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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生命伦理研究

所所长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曹薇薇从相应规则的逻

辑基点角度切入，阐述了对于单身女性冻卵问题

的思考。曹薇薇教授指出，对于人工辅助生殖技

术的相关问题，医学上往往是回答是或否、可以

或不可以，而法学的视角下还需要回答从何种程

度上应予许可或从何种程度上应当禁止，对包括

冻卵技术在内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制体系之

设置与完善背后应有稳定而持续的逻辑基点。曹

薇薇教授指出，英国相应规制体系的逻辑基点较

为明确，即“Docter knows best”，我国目前的

规制模式亦存在此种趋势，医生的专业性、权威

性、话语权在法律层面的意义值得认真思考。曹

薇薇教授对这种模式也提出了一些顾虑：若采此

模式，则我们所讨论的案件中徐女士之诉求应不

被许可，但在之前讨论的长沙市开福区审理的邹

某一案中为何当事人诉求又得到了许可？就此，

曹薇薇教授结合英国埃文斯案（Evans v. United 

Kingdom ） 说 明 目 前 欧洲 更 多 是 采 取 一种

“Respect for autonomy”的逻辑，即尊重当事

人的自主权。由前述我国两案中判决结果的差异

可以看出，若采用“Doctor knows best”的逻辑，

在司法实践、法律适用中的稳定性、持续性恐怕

难以保障。 

 

曹薇薇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华东政法大学公共卫生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煜华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对于单身女性冻卵

问题的思考。首先，孙煜华主任认为技术安全问

题是最关键的问题，我国卫健委近日回应称冻卵

技术存在健康隐患，对此医学界应予以答复。其

次，孙煜华主任基于《妇女权益保护法》以及《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认为生育与家庭似乎存在紧

密联系，不能以结果为导向简单得出生育权为人

格权这一结论。孙煜华主任认为必须谨慎思考和

回应在法律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是否违

反上位法而无效这一问题，并就此指出《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明确禁止为单身妇女提供辅

助生殖技术，与吉林省相关地方性法规存在冲突，

本质上而言这一冲突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

立法审查的方式予以解决。在目前找不到明确的

禁止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解

释的方法得出部门规章违反上位法是牵强的。最

后，孙煜华主任指出目前伦理上的忧虑主要在于

冻卵可能导致不婚，这种担忧是结合现有家庭结

构等因素作出的考虑，而在法学视角下，或许需

要通过社会调查等途径来了解公众的接受度，并

考虑对于冻卵技术的管理缺位可能引发的社会风

险。 

 

孙煜华 

华东政法大学公共卫生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

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张迪介绍了卵母细胞冻存的背

景及相关风险，并指出冻卵的核心争议在于是否

应当开放社会原因的冻卵。支持观点认为冻卵是

对女性的赋权，促进生殖自由和性别平等，否定

观点则认为冻卵可能使女性失权。因为冻卵客观

上可能难以实现延迟生育目的，甚至会转变为一

种道德责任与被迫选择，削弱女性自主性，此外

还会导致商业化难题。总体而言，允许冻卵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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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满足两个伦理前提，一是确保技术有效性，未

来可考虑要求获得医疗主管部门的批准。二是遵

循公平原则，应首先开放医学原因的冻卵，只有

充分获得社会原因冻卵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依据且

具备完善的商业化监管体系下，方可考虑开放社

会原因的冻卵。当然，还需同时完善就业、婴儿照

护等配套制度。 

 

张迪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副

教授 

问题与讨论 

在第二节问题与讨论环节，湖北中医药大学

卫生健康与中医药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赵敏提出，

对医疗机构实施冻卵的规制并不意味着不尊重身

体权和人格权，干预的合理性基础可能存疑。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在我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等都是定

位为治疗不孕不育症的手段，冻卵扩大至社会原

因是否有合理性？冻卵主要目的是延迟生育，但

这一医学手段能否解决社会问题，是否应该通过

其他社会制度予以解决生育问题？ 

 

赵敏 

湖北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与中医药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石佳友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三节 主题发言 

会议的第三节由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宋华琳主持。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伦理与法律学系主任睢素利介绍了冻卵技术的应

用现状，提出应支持医学原因、但不支持社会原

因的单身女性冻卵需求。原因在于，第一，女性取

卵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程度伤害。医学原因冻卵可

通过疾病与冻卵技术的风险对比辩护，但是社会

原因冻卵却属于增加风险。第二，保存生育力的

预期愿望可能无法实现。卵子复苏后临床妊娠率

不稳定，此时女性也会成为高龄产妇，受孕存在

困难。第三，冻卵的自主性难以保证，反而可能形

成另一种内卷。第四，冷冻卵子使用效率低，增加

卵子商业化的可能。第五，性别差异现实存在，冻

卵和冻精很难绝对平等。因此要改变一刀切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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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性规定，允许单身女性基于医学原因冻卵，但

仅仅为推迟生育而冻卵不应该受到鼓励。 

 

睢素利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伦理与法律

学系主任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教授雷瑞鹏首先提出几个基本共识。一是讨论不

应限于现行法，还应关注因违背上位法精神等需

修订的规则。二是区分实质伦理和程序伦理问题。

在分析实质伦理问题后可通过优化规制手段等解

决程序伦理问题。三是要注意社会情境变化对伦

理判断的影响。雷瑞鹏教授随后提出自身观点。

第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RT）和冻卵技术不能

分离，冻卵是 ART 衍生的技术。第二，关于冻卵

的风险，应当获得医学界的权威意见。在生殖医

学的全国性大会上，与会专家基本认为冻卵是一

项比较成熟的技术。第三，女性的独特性决定了

应通过制度去扩张女性生育选择范围而不是限制。

第四，目前冻精和冻卵存在政策上的不一致，这

种不一致需要进一步考虑。第五，对家长主义的

干预要进行伦理分析。核心在于冻卵究竟是否是

受益，应由国家还是女性个人判断。 

 

雷瑞鹏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伦理与卫生法学

讲师王赵琛以“卵子冷冻是生育权么”为题进行

主题发言。王赵琛老师指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

答，需要区分“对社会原因冻卵的主张是合理的”

以及“对社会原因冻卵的主张的合理性来自于生

育权”这两个问题。前者取决于明确社会原因冻

卵的合理性来源，这构成是否支持社会原因冻卵

的必要性来源。后者涉及什么是生育权的问题，

对此，Quigley教授总结了两个理论基础，分别是

基于生育自由的选择理论以及基于生育利益的利

益理论。权利的选择理论强调权利人施加于他人

自身的意志（以他人承担义务的方式），赋予了权

利人小范围的自治，但该理论仅仅是对已经证成

的权利的效果的说明，并未就某新生育主张是否

属于生育权提供多少有效规范性论证。权利的利

益理论不仅说明权利的效果，同样给出了权利及

权利主张的证成，即只有那些最重要的利益，才

能成为权利。基于此，生育权是一个描述性术语

（umbrella term），本身没有规范性效力，故对

于社会原因冻卵的主张，无法被生育权所辩护，

即便我们承认其属于某种生育自由。从另一方面

而言，生育利益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与不生相

比，养育一个孩子对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本身”，

二是“相比于不进行社会原因冻卵，社会原因冻

卵所获的直接生育利益”，三是“相比于不进行

社会原因冻卵，社会原因冻卵所获的与生育相关

但非直接生育利益的额外利益”，对于社会原因

冻卵所追求的利益，将第二类和第三类利益放在

了首位，并不符合利益理论证成权利的观点。王

赵琛老师指出，根据前述分析，事实上将医学原

因冻卵也排除在了生育权范围之外，但我们可以

从其他维度对医学原因冻卵进行辩护，本次发言

主要是为了说明从生育权角度为社会原因冻卵辩

护可能存在不足。王赵琛老师最后指出，对于未

婚医学患者冻卵的需求，更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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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赵琛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伦理与卫生法学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曾佳以“单

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确认与制度保障”

为主题进行发言。曾佳博士指出，随着我国人口

结构的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提出了关于承认单身女性生育权提案，2017

年原国家卫计委曾对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的提案作出回应，认为就放开对单身女性生育权

限制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论证。目前，以延迟生

育为目的的单身女性，医疗机构无法为其提供冻

卵服务，开放冻卵背后涉及的事实上是关于单身

女性生育权的争论，我国目前尚无体系化的法律

规定，相关零散的规定也存在违反法律保留原则

和比例原则的嫌疑，合法性与合理性值得商榷。

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总体上而言对于单身女性冻

卵持开放态度，可作为我国开放单身女性冻卵的

重要参考。曾佳博士从“对生育自主的维

护”“不会侵犯未成年人利益”“不违背社会公

序良俗”“生育政策、观念的转变”四个维度予

以展开，论证了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的正当性。对于如何构建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助

生殖技术的法律制度体系，曾佳博士从“开放单

身女性冻卵”“建立以保障单身女性使用人工辅

助生殖技术为核心的配套体系”“避免社会对单

身生育的歧视”等方面予以了展开。 

 

曾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问题与讨论 

在第三节问题与讨论环节，南开大学法学院

院长、教授宋华琳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医

生邓成艳参与了讨论。 

宋华琳教授指出，本案涉及行政规制与个人

自由的关系，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的法律父爱主义

倾向存在一定的问题，成年人应该知晓什么最符

合自己的利益，应该有选择如何生活的自由，《民

法典》第 143 条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了自然

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自由。《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管理办法》作为位阶较低的规范性文件，限制

了对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事实上已

经违反了《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若对《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进行规范审查，可以得出其

对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限制不具有

规范效力。总体而言，对于单身女性冻卵等问题，

应采用“规制阶梯”的方式，不应完全排除女性

对自己生育权实现的相关选择，并加强事中、事

后的监督与规范，以保障女性生育权。 

邓成艳医生指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

法》等部门规章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目前无高位阶法律对冻卵等问题予以规定

的情况下，应该遵守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这也

符合《民法典》第 1009条。她指出，冻卵与生殖

是不可能分开的，冻卵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辅助生

殖技术实现生育。辅助生殖最重要的原则是保护

后代，通过现有研究数据表明，相较于正常妊娠

生育的孩子，通过试管婴儿手段生育的孩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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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出现老年化的疾病，这些疾病与体外培养胚

胎是存在一定关系的。因而，从安全性角度而言，

辅助生殖技术一定要限制使用。 

宋华琳教授进一步回应道，从法律的角度而

言，部门规章是不能违反上位法规定与精神的，

《立法法》第 80条明确规定，部门规章不得设定

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

规范，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无权限制

单身女性的生育权。最后，宋华琳教授对本节发

言予以了总结，他指出，本案涉及法律和人情、政

策、伦理、科技等方面的冲突，但我们应避免法律

父爱主义过度干涉我们的生活，因为个人、社会、

市场具有自我安排与调节能力，政府干预原则上

应秉持“备而不用”“备而少用”的基本原则。 

会议总结 

研讨会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石佳友对各位与会嘉宾表达了衷心感谢。石佳友

教授指出，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多方关注与支持，

参会人员中既有本案原告以及原告、被告双方的

代理律师，也有来自法学、医学、伦理学、人口学、

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法律实务

界、医疗界的相关人员，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伦

理的可辩护性、伦理的正当性、身体权、自主权、

生育权、生育自我决定、性别平等、辅助生殖技术

的反思等基本问题予以了充分讨论。石佳友教授

指出，解决本案所涉及问题的终极路径，可能需

要向立法机关提出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

法》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对于本案一

审判决，石佳友教授认为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该判决可能混淆了单身女性冻卵以及单身女性辅

助生殖，二者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根据新加

坡最新的法律，21-35岁的单身女性可以基于非医

学的原因申请冻卵，但这些女性只有在结婚以后

才能使用其冻卵。新加坡的经验提示我们，单身

女性冻卵属于前端问题，不应过多干涉，只需对

于如何使用冻卵这一后端问题进行合理规制即可。

石佳友教授认为，对于单身女性冻卵等问题的思

考，应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长远视角予以展开，

期待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在未来与大家一起延

续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与交流。 

文：康令煊、李晶晶、付一耀 

封面图源：界面新闻 

摄影：蔡星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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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者、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专题 

（一）学术、实务研究动态 

家事法苑 | 婚姻家事法及相关学术、实务研究动态 2022 年第 3 期 | 

家事法苑团队 

2022-07-11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lSPCf5YqNctvSjydQbrqnA 

一、文献成果 

1.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 

【作者】陈兴良 

【来源】《政法论坛》2022 年第 3 期 第 78

页-89页| 

【摘要】家庭暴力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种

对亲属的侵害行为，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

力的概念做了明确规定，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侵

害行为和精神侵害行为。身体侵害行为具有暴力

性，这是没有争议的，但精神侵害行为是否属于

暴力，则存在较大的疑问。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对

身体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对精神侵害行

为则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家庭暴力可以分为即时

性的家庭暴力和虐待性的家庭暴力，因此，对家

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也可以分为即时性家庭暴力的

正当防卫和虐待性家庭暴力的正当防卫，两者的

特征不同，因而成立正当防卫的条件各有不同。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受

虐妇女杀夫案的出罪路径共有四种，这就是正当

防卫、受虐妇女综合症、防御性紧急避险和期待

不可能。对此，采用正当防卫更为合适，而且正当

防卫的情况下，除了出罪以外，还可以采用防卫

过当作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条件 

2.孝道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表达及适用 

【作者】朱晓峰 

【来源】《民商法论丛》2021年第 1期（总

第 72卷），第 104页-120页| 

【摘要】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长

久以来的社会生活法则重视践行孝道。虽然孝道

并没有出现在当代中国的制定法体系当中，但其

依然通过各种途径对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孝道属于当代中国法

律秩序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立法者通

过《民法典》第 1043条将孝道作为《民法典》内

在体系构成部分的法律原则的一般法律思想来源，

来形塑民法典的外在体系，保证民法典体系的科

学性、体系性。立法者对于孝道的这种体系安排，

是制定法与社会生活具体需要之间良性互动的结

果，有助于进一步夯实《民法典》第 1067条第 2

款等在具体案件涵摄中的正当性论证基础|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夫妻姓氏制度的传承与

发展 

【作者】孙慧娟 

【来源】《民商法论丛》2021年第 1期（总

第 72卷），第 80页-103页| 

【摘要】姓氏法律制度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

重属性，姓氏制度立法背后蕴藏着个人自由和社

会秩序等多重价值的考量。民国以后，伴随着女

性社会化进程的开启和女性群体分化，夫妻姓氏

制度也在传承中发展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通

过严谨的立法，将“婚后妻取得夫姓氏”传统夫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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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姓基本规则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同时还

通过协商机制的引入推动夫妻姓氏制度从夫妻同

姓向夫妻异姓制度转变。立法的出台引起社会对

夫妻姓氏制度的关注，满足了社会变革时期不同

女性群体的称谓需求，与司法实践中已婚女性称

谓使用情况相符，进而助推整个姓氏制度多元化

发展| 

4.典型婚姻模式下夫妻财产协议的限制 

【作者】郝丽燕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 第 171页—| 

【摘要】现代婚姻法强调夫妻双方平等，而社

会中典型的婚姻模式仍然是，婚后一方主要精力

在获取物质利益，另一方主要精力在照顾家庭。

婚姻财产法要兼顾夫妻双方平等的基本原则和社

会典型婚姻模式。法定婚姻财产制同等评价财产

取得和家务劳动，保障了婚后因为照顾家庭没有

收入或减少收入的一方配偶的利益。夫妻双方约

定婚后分别财产制或者放弃离婚时分割财产的，

应当以放弃典型婚姻模式为前提条件，即婚后双

方确实在获得物质利益和照顾家庭方面任务平分，

否则分别财产制的协议或离婚放弃分配财产的协

议没有效力。在订立夫妻财产协议时婚姻中一方

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协议违反善良风俗，合同自

由在此让位于合同公正。婚后生活模式发生变化，

其中一方为了照顾家庭减少工作或者放弃工作的，

离婚时另一方不得主张婚姻财产协议，否则属滥

用权利。 

5.离婚是否真的需要冷静——对《民法典》第

1077条的法理讨论 

【作者】张剑源（云南大学法学院）| 

【来源】《法学家》2022年第 3期（总第 192

期），第 1页-13页| 

【摘要】与学界以往仅将《民法典》第 1077

条有关“离婚冷静期”的规定看作是对个人自由

之限制的观点不同，规范层面的分析表明，“离婚

冷静期”制度是一种既不同于对离婚径直加以干

预、也不同于对个人意愿完全放任的特殊制度，

具有整体性和公共性的特质。这一制度除了具有

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目标，同时也在整体意义上

蕴含遵循婚姻自由原则、保护个体权利的目标预

设。“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引导当事人进行多样态

选择、回应社会需求方面有一定的意义，能因应

离婚问题之本质和规范目标。相较来说，由于缺

乏与其他机制的有效衔接，个体权利保护目标往

往被忽视。从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整体入手，促进

相关机制的有效衔接和配合，对于在“离婚冷静

期”内更好地保护个体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重述

法律由事物本质决定的原则，以及秉持整体性视

角，有助于准确把握法律设计的本意和法律实施

的效果，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律与社会互

动的真切面向。 

6.“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成逻辑及其反思 

【作者】马智勇 

【来源】《法学家》2022年第 3期（总第 192

期），第 14页-28页| 

【内容提要】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出台引发了

人们热烈的争论，这与婚姻背后蕴含的“道德义

务论”与“情感自由论”观念有关。我国婚姻制度

对待离婚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情感自由论”到

“道德义务论”再到融合两者的“实用性道德”的

调适过程。这背后隐含着对婚姻制度建构的实用

性逻辑。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是此种实用性逻辑的

延续。然而，由于依据实用性逻辑建构的离婚冷

静期制度既未明确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范围，也未

考虑当下家庭的现状，反倒加剧了女性的不利处

境，遮蔽了社会成员的家庭负担，其实施效果可

能违背制度设计初衷。通过目的性限缩填补离婚

冷静期的法律漏洞，将其适用范围限于轻率离婚，

以及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是对离婚冷静

期问题的可能回应路径。 

7.未成年人保护立法的理念与制度体系 

【作者】叶小琴，武汉大学法学院 

【来源】《中外法学》2022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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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将美国少年法院法视为现代少

年刑法的历史起源，我国法学界引入保护主义研

究未成年人法。然而保护主义在建构层面忽视美

国干预主义和转处主义的理念鸿沟，体系论层面

也没有形成阐释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法律责任制度

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基于社会系统论的分析

表明，围绕多元主义的立法理念，我国形成了具

有不同基本功能的“三根支柱”制度体系。“第一

根支柱”秉承支持主义理念，将未成年人视为未

来的有效人力资本，健全支持积极生育及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保障的制度。“第二根支柱”秉承矫治

主义理念，将未成年人视为容易被环境诱使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危人群，健全分级矫治未成年

人罪错行为的制度。“第三根支柱”秉承转处主义

理念，将未成年人视为年幼的犯罪人，健全科学

惩罚涉罪未成年人的制度。此外，涉罪未成年人

保护刑事立法还具有“保护区”“试验田”和“连

通器”的具体功能。 

8.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 

【作者】周剑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来源】《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

第 2期| 

【摘要】契约自由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在破除

身份枷锁、带来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

人与家本源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意味着主体间

关系的对抗,私人利益的无序扩张演化为社会冲

突的焦点;更意味着人与历史关系的断裂,主体间

相互依赖的历史共同感不复存在,由此现代社会

陷入公共性危机。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形态,

透过中国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维,可以重新认识

家的规范意义与价值。家本质上是共生共存的载

体,从家本性出发可以重新界定主体间关系,建构

以“共在论——家伦理——共同利益”为基础的

家原则。家原则不是对契约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

对它的改进与充实,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反思

与超越契约自由的个体主义基础,以共在论激活

人们的生活意义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则以家伦理

为基础重建公共伦理,力图弥合私人自治与公共

自治之间的断裂,积极寻求自由得以实现的义务

与伦理条件。 

9.夫妻股权归属及其单方处分效力的认定 

【作者】赵玉，国家检察官学院 

【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2 年第 3 期，

第 131页-146页。 

【摘要】夫妻股权归属及其单方处分的法律

效力，涉及家庭财产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公司组

织三个维度规则的交叉适用。夫妻股权中的财产

权益和身份权益，应以“实际出资来源”判断财产

权益是否为夫妻共同所有，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

记判断夫妻股权身份权益归属。夫妻股权的行使

与处分在夫妻之间形成默示委托法律关系。默示

委托以“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为范围，包含“合理

价格”“合理商业判断”等要素，不仅适用于交易

领域，也适用于公司内部股东表决权行使效力的

认定。在默示委托范围内，登记股东独立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与股权登记外观表象一致。独立经

营原则明确了经营责任的承担主体，避免未登记

为股东、未参与生产经营一方承受不可预测的经

营风险。超出默示委托范围，未登记为股东一方

可以夫妻共有财产权主张行为无效。以上方案可

在最大程度维持婚姻家庭法、合同法、公司法既

有规则的前提下，推进民商事法律体系内部各部

门法的衔接。 

10.《民法典》视野下探望权属性探析 

【作者】曹思婕，北京化工大学 

【来源】《现代法学》2022 年第 3期 

【摘要】《民法典》实施以来,探望权作为婚

姻家庭编中调整亲子关系的重要权利备受瞩目。

目前正值我国《民法典》实施之初,探望权制度的

实施与发展是保护非常态婚姻家庭状态下亲子关

系的重要法律制度。探究探望权的属性对探望权

制度的发展具有不容小觑的理论价值。立足于民

事权利的理论基础,重新审视探望权的概念及其

特征,阐释探望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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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探望权与亲权、探望权与监护权的关系并揭

示出探望权的权利属性,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现出

探望权设立的理论根基。 

11.生育权侵权损害赔偿浅议——以公立医

院为加害人的视角 

【作者】文婧，四川大学法学院 

【来源】《民商法争鸣》 | 2021 年第 1辑

（总第 17辑） 

【摘要】生育权的法律地位目前还没有得到

重视，其对于权利主体在生育自由上的保护具有

重大意义。在公立医院侵害生育权时，会对权利

主体造成精神上和财产上的巨大损害。尤其是在

过错堕胎、技术操作失误、错误出生、不当妊娠等

情况下，需要正确计算责任范围，由责任主体进

行赔付，防止造成赔付不到位或者是同案不同判

的情况，对权利主体保护不周全。 

12.《民法典》第 145条评注——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 

【作者】杨代雄（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应用法学》2022年第 3期  

【关键词】民事行为能力  法律行为  追

认  法定代理人  善意相对人 

【摘要】《民法典》第 145 条在适用范围上

未区分合同与单方法律行为。该条中的“纯获利

益”是指只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带来法律上的

利益，未使其承受法律上的不利益。中性行为应

否比照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不可一概而论。间

歇性精神病人未发病期间属于有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为有效。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或者追认表示既可以向相对人作出，也可以

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应享有追认权。在

善意相对人已作出催告的情况下，应排除其撤销

权。关于当事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是否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效

力待定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 

13.论监护人的确定机制 

【作者】朱广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应用法学》2022年第 3期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如何

确定监护人作出几条简要规定，应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系统、准确地理解这些规定。父

母是其未成年子女的自然监护人，父母责任（亲

权）不可抛弃且不得转让，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只

能填补父母的缺位，不能在父母一方尚能履行监

护职责时取代父母。指定监护人在遗嘱生效时可

以拒绝就任。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以协议确定监

护人的规则，缓和了法定监护制度的严苛性，利

于实现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但其适用不能完

全不顾法定的监护人顺位。成年人以书面协议为

自己事先选定监护人的方法，是一种预防性监护

人预定措施，协议当事人可在监护关系成立前任

意解除协议。监护关系成立后，监护人的协议解

除权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担心监护人懈怠其

职责。 

14.民法典视域下的夫妻约定财产制 

【作者】宋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政法论丛》2022 年第 3期 

【摘要】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功能定位是通过

约定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约定财产制的外延

主要考察其与法定财产制、夫妻赠与的关系。如

果将本属于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进行约定，实际上

仍然是法定财产制而非约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

并不导致财产所有权在夫妻之间发生变动，这是

区分约定财产制与夫妻赠与的重要标志。在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方面，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没

有差异。当夫妻不能证明债权人知晓夫妻采取约

定财产制时，应该推定夫妻之间适用法定财产制，

进而确定个人债务的责任财产。如果一方因此为

配偶的个人债务承担了清偿责任，那么法律应该

赋予其向对方追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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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父母为婚后子女购房出资性质”的类案分

析——以中国裁判文书网 158件案例为样本 

【作者】刘婷婷、井维颜（天津市河西区人民

法院 民二庭，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庭） 

【来源】《天津法学》2022 年第 1期 

【关键词】父母出资；类案分析；规则构建；

团体主义；举证规则 

【摘要】在涉及父母为婚后子女购房出资纠

纷的案件中，出资性质的认定是案件争议焦点，

但司法实践中对此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以中国裁

判文书网上 158 份文书为样本，总结出该类案件

具有数量递增明显、上诉率高、结果呈现新趋势、

裁判结果与有无借条没有必然联系等特点。通过

梳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总结出法律由“赠与推

定”到“遵从约定”的价值转变。在案例分析和法

条分析的基础上，对现行的“赠与说”与“民间借

贷说”两种观点进行评述，指出父母为婚后子女

购房出资的初衷更符合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上却

不具备附条件赠与的构成要件。该类案件发生的

婚姻家庭背景使其具有区别于一般民间借贷案件

的特殊性，遂引入婚姻家庭法的人本主义和利他

主义的指导思想，强调在对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考

量、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廓清的基础上，借助指导

性案例为审判实践提供指引，进而引导社会行为

类型化，最终抽象成为统一的法律规则。 

16.被拐卖妇女婚姻的效力分析——兼论被

拐卖妇女的权利救济路径 

【作者】冉克平、陈丹怡，武汉大学法学院 

【来源】《湖湘法学评论》2022年总第 3期  

【关键词】《婚姻不成立；结婚合意；婚姻登

记瑕疵 

【内容摘要】当前对被拐卖妇女的权益保护，

存在被拐卖妇女离婚难，收买方犯罪行为因婚姻

关系存在亦被除罪化的弊端。这些弊端的克服，

需要明确被拐卖妇女与收买方缔结的婚姻之不适

法性，而现行婚姻无效与婚姻可撤销制度难以适

用于被拐卖妇女婚姻的情形。究其实质，被拐卖

妇女与收买方缔结的婚姻欠缺的是作为婚姻成立

要件的结婚合意或合法的结婚登记，此类婚姻关

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不成立之婚姻，不产生

任何法定的夫妻权利义务。在明确婚姻关系不成

立的基础上，被拐卖妇女可通过追究拐卖者与收

买方的侵权责任，以及类推适用婚姻家庭编有关

“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无过错方赔偿责任”和“家

务劳动补偿”的规定，实现对自身权利的救济。 

17.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反思与改进 

【作者】侯艳芳（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 

【来源】《法学论坛》2022 年第 4 期 第 98

页~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处分；严重不良行

为；专门矫治教育 

【内容提要】构建并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处分

制度、加强矫治教育是解决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主

体低龄化问题的有效路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处

分政策应采用恢复性模式，坚持以教育为本位的

理念。包括分类处理机制和补足机制的未成年人

案件分流机制应当以公安机关为分流主体，发挥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构建内部监督和外部

监督的闭环。采取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相对化

区分机制，即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可普遍适用于实

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而仅在特殊情形下，

依据未成年人的行为是否达到刑法规定的犯罪程

度和责任年龄对保护处分措施进行差别化规定。

通过健全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机制、

完善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机制、强化与接受

专门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

机制、设置特殊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程序

以及由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等制度设计，构

建权利保护、专业判断、多方参与、有效救济的科

学决定程序。 

18.夫妻财产和债务关系的解构与重构——

以《民法典》第 1062-1065条的解释论为中心 

【作者】薛启明（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来源】《法学论坛》2022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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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抽象财产价值；财

产权表面归属；公示；类公示 

【内容提要】对于夫妻债务问题而言，原《婚

姻法解释二》第 24 条所体现的“推定论”与指导

民法典第 1064条第 2款立法的“用途论”均非妥

当的应对策略，切合实际的治本之道只能是实现

夫妻对外责任财产的有效区隔。为此起见，针对

民法典相关规定的解释论应当严格区分作为夫妻

内部财产关系的“抽象财产价值”划分问题与作

为夫妻外部财产关系的民商财产权归属问题，并

以“财产权表面归属原则”所认可的公示和类公

示规则充任后一问题的解决指南。唯有首先满足

这些前提，并辅之以债权人撤销权等配套制度，

夫妻之间方有可能最终达致“共债共签、各债各

偿”的理想状态。 

19.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

家庭编实施的启示 

【作者】夏江皓 

【来源】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22年

第 6期 第 66-69页 

【原文出处】《中国法学》（京），2021.1.55～

76 

【摘要】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是家庭

法理论和实务研究的核心问题，融贯于家庭法的

整个体系脉络之中。本文试图以家庭法与家庭生

活的意义分野及互动关系为视角，探究家庭法介

入家庭关系的科学界限以及《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具体制度背后的理论渊源，希冀为婚姻家庭编

具体规范的解释适用及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的

互动协调提供思想根基。 

20.代孕合作协议的效力认定及法律后果 

【作者】张计玉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第 14期（总第

961 期）第 35-37页 

【内容提要】代孕合作协议违反公序良俗原

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 破坏了社会公

共秩序，不符合善良风俗要求，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无效。代孕合作协议被确认无效后，如代孕行

为未履行完毕，在综合考量已给付代孕服务费用、

履行合同合理支出、代孕者身体伤害程度以及当

事人过错严重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可

判决部分返还财产;如代孕行为已经履行完毕，鉴

于婴儿系非可流通物且无法用价值来衡量，人民

法院可判决代孕服务方无需承担返还财产或折价

补偿的责任。 

21.代孕合同无效后的处理 

【作者】王雨田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第 14期（总第

961 期）第 38-41页 

【内容提要】文章以案例引入，该案中原告花

了 70多万元找人代孕生下的孩子，体检时候查出

听力弱，夫妻俩把代孕机构告上法院，要求全额

退款，而代孕机构却反诉要求支付尾款 18万多元。

此类新类型案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该如何处

理，非常值得思考与研究。作者认为：代孕协议因

为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面对二审期间当事人撤

回起诉与反诉的请求，人民法院理应驳回起诉，

移交线索给相关部门。 

22.代孕协议无效后的费用负担 

【作者】赵怀志、孔祥凤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第 14期（总第

961 期）第 42-43页 

【内容提要】代孕行为是我国法律禁止的行

为，当事人达成的代孕协议应属无效。双方当事

人在代孕协议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均有过错的，在

合同无效后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3.民法典施行后代孕合同纠纷的司法裁判 

【作者】徐骏、蔡博 

【来源】《人民司法·案例》第 14期（总第

961 期）第 44-49页 

【内容提要】以典型案例为例进行要素分析，

讨论了代孕合同的效力、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代孕是否涉嫌刑事犯罪等问题，作者认为在生育

政策转向、科技伦理健全、法律体系完善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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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代孕的法律规制将更为急迫和重要，司法

裁判对新问题的妥当裁判既能及时确认新型权利，

也为制度完善提供了样本和参考。这就需要司法

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充分运用司法

智慧，更准确地适用民法典和相关法律，公平公

正地作出情理法相融合的示范性裁判。 

24.新类型疑难案例选评：网络虚拟财产所有

权的认定规则 

【作者】 陈雯雯 

【来源】《商事法律文件解读》2022 年第 1

期 （总第 205辑） 

【内容摘要】淘宝店铺等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

认定，当事人之间有约定的应当从约定，意思自

治优先;但该约定的效力仅限于当事人之间，对第

三人不发生效力。如无约定，应当以公示公信为

认定标准，从登记情况、平台规则、对外关系等方

面综合考虑。 

25.我国企业年金法律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作者】金昱茜，湖南大学法学院 

【来源】《法商研究》2022年第 3期，第 128-

141 页 

【摘要】我国《企业年金办法》将企业年金定

义为企业和职工共同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当前规范体系存在制度定位偏差、规则内容杂糅

等问题，导致主体间法律关系不明、责权义务不

清，制约企业年金制度发展。从功能视角观察，企

业年金既是劳动法律关系中雇主对雇员付出的劳

动与忠诚所给付的“延付酬劳”，又是国家为应对

老龄社会风险所构建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的保

障给付项目，具有“企业-社会给付”的二重属性。

我国企业年金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在厘清制度属性

的基础上，明确企业年金作为政府引导的、由企

业基于自愿承诺主导实施的补充养老保障制度之

核心内涵，参考比较法上的制度规范与具体措施，

匡正和补强现有规则，赋予企业自主决定权，同

时落实国家管理与支持的双重责任。 

26.配偶身份利益保护的法典透视——以第

三人干扰婚姻为讨论基础 

【作者】王国庆 

【来源】《人民司法》2022 年第 13期（总第

960 期）第 78-83页 

【内容提要】受害配偶可否依侵权法之规定，

要求婚外第三者承担便权责任，其本质是配偶权

的属性以及配偶权保护的问题。对此，理论和实

践争议极大。民法典颁布实施后，立法对身份权

没有类型化，导致争论仍处于延续状态。配偶权

到底属何种性质?如果配偶权属绝对权，是否自然

而然成为侵权法保护的对象?如果不属于绝对权，

第三人干扰婚姻是否绝对免责?民法典时代，对问

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法典体系的融贯适用，还关

系到司法实践中对身份权的保护。故此，笔者所

要探讨的问题是配偶权的属性及其在民法典中的

地位，配偶权保护应该秉持何种理念?民法典侵权

视野下应如何实现对配偶权的保护? 

27.关于内地与香港婚姻家庭案件判决互认

的若干问题  

【作者】 司艳丽 

【来源】《民事法律文件的解读》（2022年

总第 206辑）第 94页-111页 

【内容提要】2017年 6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

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签署了《关于内

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

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婚姻家事安

排》)。该安排在内地将转化为司法解释，且已经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在香港将转

换为本地立法。2021年 5月 5日，香港立法会已

通过《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

执行）条例草案》，标志着香港的本地立法程序亦

已完成。为及时回应业界关切，本文拟介绍《婚姻

家事安排》的几个重点问题，如签署背景、相互认

可和执行的婚姻家庭案件范围、婚姻家庭案件生

效判决的认定、协议离婚是否适用《婚姻家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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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有关财产判项的认可和执行、申请认可和执

行判决的具体程序。 

二、篇目索引 

1.价值、类型与规范：《民法典》中的“家

庭”构造 

【作者】蒋晓华 

【来源】《判例研究》总第 96辑 

2.依法审慎办好未成年人不动产登记 

【作者】本刊评论员 

【来源】《中国不动产》2022 年第 6期   

3.我国农村房屋上设立居住权的现实价值与

规则解析 

【作者】陆剑 胡梦杰 

【来源】《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1年第

1 辑） 

4.“协助办理不动产过户义务”的法律定位 

【作者】张玉明 

【来源】《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1年第

1 辑） 

5.美国反异族通婚法的兴与衰   

【作者】  侯美竹 

【来源】《上外法律评论》（2021年卷•总第

7 卷） 

6.论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下的婚内房产处分  

【作者】 马海蓉 

【来源】《上外法律评论》（2021年卷•总第

7卷） 

7.不动产登记与未成年人保护 

【作者】张亚楠 

【来源】《中国不动产》2022 年第 6期   

8.不动产登记中未成年人监护关系证明及适

用 

【作者】汤慧 

【来源】《中国不动产》2022 年第 6期   

9.“娃娃房”不动产登记法律问题研究 

【作者】张颖 

【来源】《中国不动产》2022 年第 6期   

10.处分未成年人不动产是否要父母双方共

同代理 

【作者】金绍达 

【来源】《中国不动产》2022 年第 6期   

11.未成年人名下不动产抵押登记问题探究 

【作者】王艳 

【来源】《中国不动产》2022 年第 6期   

12.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适用规则 

【作者】 王丹 

【来源】《人民司法》2022 年第 19期 （总

第 9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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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三大关系 

【作者】丁宝同，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年第

3 期 

【摘要】|域外家事程序现代化进程包含决定

性的三重立法关系：第一，对家事实体与家事程

序两类制度规范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

两大法系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分野，推动大陆法

系家事程序专门立法形成；第二，对家事程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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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程序两套规则体系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

导致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模式的演变，推动家事程

序单行立法模式的主流化扩张进程；第三，对家

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之立法关系的

不同定位，导致单行立法模式下家事程序构造的

分化，造就三种代表性家事程序单行法例。我国

未来应立足《民法典》对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定

位，选择单行立法模式，制定《家事案件特别程序

法》。该法应采取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并立协行

的程序构造，根据《民法典》完成“二元两级”的

家事案件系统分类，建立“双轨四层”的家事程序

规则体系。| 

2.从分散到聚合：新时代少年法庭实体化运

行路径探索 

【作者】贾冰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

庭（少年庭） 

【来源】《法律适用》2022 年第 6期 

【摘要】近些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

少年法庭工作，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

未成年人审判组织机构建设与司法审判制度机制

的体系化完善，以期切实推进未成年人审判工作，

发挥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制度效能。各地法院

在积极推进少年法庭专门机构建设的过程中遇到

了少年审判组织多元化、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机制

差异化等格局，造成少年审判专门机构实体化运

行难的现实问题。新时代要切实推进少年法庭的

专门化建设与实体化运行，必须从少年审判机构

的专门化建设以及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人员配

置、考核机制这些核心问题入手，探索少年审判

机构实体化运行的有效路径。 

3.民法典时代民事习惯的司法适用——以援

引《民法典》第 10条的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 

【作者】刘成安 

【来源】《法学论坛》2022 年第 3期  

【关键词】民法典；民事习惯；司法适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裁判文书说理 

【内容摘要】 在延续《民法总则》规定的基

础上，民法典高度重视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多处规

定。其中，《民法典》第 10条将习惯明确为正式

的法律渊源，通过对援引该条的裁判文书进行汇

总分析后可以看到，司法实践对民事习惯的适用

具有重要特征，例如将习惯分为风俗习惯和商业

习惯，而且前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而将民事习

惯、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展开论

述，是较为突出的新特征。但是，总体而言，裁判

文书对民事习惯的适用在说理的细致程度上仍然

不够充分。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具体明确习惯

适用的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强化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等权威内容的说服作用，提升

裁判文书说理的针对性和细致程度；提高当事人

在识别和证明民事习惯中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法

律统一适用机制在类案中实现习惯的规范适用。 

家事法苑 | 继承法及相关学术、实务研究动态 2022 年第 3 期 | 家

事法苑团队 

2022-07-11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4PjSr-KJcKdZy4GFrPvrCg 

一、成果文献 

1.《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适用问题的研究 

【作者】王葆莳  吴云煐 

【来源】《财经法学》2020 年第 6期，第 51

页-66页。 

【摘要】《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为

遗嘱执行人与遗产管理人统一规定了职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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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酬。遗产管理人是指经遗嘱指定或法院指定

等方式产生,以实现遗嘱内容为目的的民事主体,

具有独立于被继承人和继承人的法律地位。遗产

管理人职责的本质是指其执行职务的权利和义务,

主要包括清理遗产、管理遗产、清偿债务、分割遗

产和诉讼担当,其权利外观是履行职责的依据。第

1147条对遗产管理人的授权应解释为排他性授权,

排除继承人对遗产的处分权。遗产管理人违反职

责造成利害关系人损失的,应承担侵权责任。遗产

管理人怠于履行职责或有重大事由的,利害关系

人有权申请法院解除其职务。对于遗产管理人制

度不明确之处,可类推适用总则编关于代理和合

同编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结合遗产管理人的实

际情况解释适用。  

2.遗产管理人的地位与功能阐释——实体与

程序规制互济的视角 

【作者】马丁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来源】《交大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28

页-42页。 

【摘要】《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有

利于死者遗产的规范、有序处置，但部分规定的

妥当性值得思考。继承人放弃继承情况下由民政

部门或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规定既与生活逻

辑不符也会在诉讼中产生问题，此种情况下最适

合担任遗产管理人的首推死者近亲属。由此反映

出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遗产管理人的功能定位和

法律地位仍有模糊不明之处。遗产管理人不是为

特定人或者特定财产履行职责，而是为妥善了结

死者遗留的财产方面事务。为有效实现此功能，

需要赋予他特定的民事主体地位和诉讼当事人身

份。立法与实践问题反映出对民事规制和司法规

制的内在联系认识不足。民法上的制度设计理应

关照司法领域的运用，司法上的构造和安排也应

有效回应民事生活需求。只有打破隔阂、实现对

两个领域的整体思考，才能确保遗产管理人制度

的有效运行。 

3.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规则适用与立法

完善 

【作者】吴国平，福建江夏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 2期 

【摘要】遗产管理人是现代各国继承法不可

或缺的主体内容，我国民法典对遗产管理人的产

生、指定、职责、未尽职责的民事责任和获得报酬

权等内容作出了规定，但现有规定还存在遗产管

理人任职资格不明确、程序缺失、欠缺遗产管理

人的辞任和解任规定等不足，需要通过制定实施

细则、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途径健全遗产管理

人任职资格法定条件、完善遗产管理人的权利外

观、扩展遗产管理人的职责、建立遗产管理人监

督机制、明确遗产清单制作主体、完善遗产债务

清偿制度等，进一步完善我国遗产管理人制度。 

4.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问题研究——以网游

装备为例 

【作者】文婧，四川大学法学院 

【来源】《民商法争鸣》 | 2021 年第 1辑

（总第 17辑）,第 147页 

【摘要】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的财产类

型，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纠纷随之而来，其中有关

于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问题在近几年受到热议。

从中国首个网络虚拟财产盗窃案起, 网络游戏装

备率先以虚拟财产的特定形式引起民众关注。随

着网络游戏产业的迅速发展,司法实践中因盗取

以及转让网络游戏装备的纠纷时有发生,关于此

类纠纷的判决也无统一标准,学者们对于玩家对

网络游戏装备享有权利的法律性质也是众说纷纭。

因为现行《继承法》并无网络虚拟财产继承的相

关规定，使得实务中纠纷难以解决，同案不同判

的现象时有发生。文章从虚拟财产继承的必要性

出发，提出虚拟财产继承如何用法律加以规制的

相关建议，以解决目前虚拟财产面临的问题。 

5.《论债务人的继承人放弃继承之程序进行》 

【作者】陈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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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现代法学》2020 年 2 期，第 181

页。 

【摘要】债务人在诉讼前或诉讼中死亡，虽留

有遗产但其继承人均放弃遗产继承，此时程序应

如何进行构成民事审判实务中的一个疑难问题。

不同法院莫衷一是，创设了多种多样的处理办法，

但都缺乏足够的规范依据与法理基础。这一问题

既源于《继承法》采用“继承人中心主义”的立法

模式，对遗产债权人保护不周，又有《民事诉讼法》

未提供相应程序救济的原因。随着《民法典（草

案）》增设遗产管理制度，民诉法学界有必要对遗

产管理程序展开研讨，形成实体与程序的衔接融

合，为该问题的妥当解决提供方案。 

6.《论法定继承顺位的立法策略与实践中的

家文化坚守》 

【作者】李平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 1 期，

第 118页。 

【摘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法

定继承规则本源自苏俄民法，与民众观念和习惯

明显脱节。立法者长期默认这种脱节，造成国家

法与日常观念、实践各行其是。法学家对此多有

不满，力主参照西方模式修法。中国历史上曾有

两类立法策略，都引发了与当下形似而神异的脱

节现象。帝制时代的立法者明知不可行而立法禁

止分家，欲以立法劝善。民众虽不按法而行，但认

同其理。故看似脱节却能上下一理贯通，稳定有

序。民国时立法全盘西化，当权者期以新法矫正

观念以移风易俗。此策略收效甚微，民众不予认

同，仍按传统行事。古今立法策略数变，不易者乃

是国人对家文化，尤其对其内里蕴含的伦理价值

始终坚守。缘此与西方法文化价值取向根本不洽，

且占据道德上位，因而以西法强改国人观念、习

惯，实难成功。有鉴于此，应否以及以何种策略修

法须当审慎。 

7.遗赠效力再探 

【作者】房绍坤（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东方法学》2022年第 4期 

【关键词】 遗赠 概括遗赠 物权变动 遗

产共有 债权效力 遗嘱继承 

【摘要】物权法第 29条规定了遗赠导致物权

变动的效力，民法典第 230 条删除了这个内容。

判断遗赠的效力，应当基于民法典的体系和逻辑

进行综合考量。遗赠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因遗赠

导致的物权变动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应当进行物权变动公示。我国法不承认概括遗赠，

不能依此认定遗赠具有物权效力。物权变动模式

直接影响遗赠效力，我国法采取的形式主义物权

变动模式决定了遗赠仅具有债权效力。遗产共有

的类型对遗赠效力有所影响，基于我国法上的遗

产共同共有，遗赠不具有物权效力。遗赠与遗嘱

继承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在物权变动的效力

上，两者遵循不同的法理。 

8.涉外继承中“必留份”的法律适用 

【作者】王诣博，南京大学法学院 

【来源】《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第 145页· 

【摘要】《法律适用法》第 33条有关遗嘱效

力的规定无法解决涉外继承中必留份的法律适用

问题，原因在于其“非典型”择一适用的系属设置

无益于解决必留份与特留份之间的法律适用冲突。

必留份的法律适用无可回避，然而援引公共秩序

保留以及修改《法律适用法》第 33条的系属设置

方式都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上佳之选。为必留份

设立指向我国继承法的单边冲突规范，或可破解

必留份的法律适用困局。 

9.居住权制度立法供给与司法需求的完美对

接——“邱某与董某某居住权执行案”评释 

【作者】申卫星、冉超、李惠 

【来源】《荆楚法学》2022 年第 3期 

【关键词】 居住权 遗嘱 生效裁判文书 

设立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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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典实施前,物权性的居住权虽未

由制定法明文规定,但基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

应认可其物权性。以本案为典型,对于这类当事人

意定的居住权,因居住使用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

法典施行后,加之民法典时间效力“空白溯及”原

则,适用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认定当事

人享有用益物权性质的居住权,更有利于保障居

住权人的合法权益。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不能

直接适用登记生效规则,应考察继承情形下物权

变动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居住权自被继承人死

亡时设立,由遗产继受人共同享有;第二阶段若采

用协议或遗嘱指定分割方式,居住权自登记时生

效;若此阶段有生效裁判文书对居住权确认,则居

住权自裁判文书生效时设立。按照遗嘱或生效裁

判文书申请首次居住权登记,可由遗嘱或生效裁

判文书确定的居住权人单方申请。 

10.《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社会功能研究 

【作者】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来源】《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1

期，第 1页-12页| 

【摘要】《民法典》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

协调了《民法典》中所有权制度与婚姻家庭制度

等制度，解决了《民法典》中所涉的居住问题。《民

法典》居住权制度发挥着社会保障、经济促进和

伦理价值稳固的重要社会功能。在居住权制度的

社会功能中，既包含因居住权的立法目的和制度

设计而具备的直接功能，亦涵盖其与其他制度对

接而衍生的间接功能。在实践中，居住权制度会

产生一定的社会道德风险、子女养老积极性降低

和居住权人生活不便等社会风险。居住权制度产

生的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减损居住权的制度

价值，影响居住权制度社会功能的发挥。《民法典》

实施中要注重发挥居住权制度的社会功能，防范

其社会风险，实现保障弱势群体居住利益和“住

有所居”的立法目的。 

11.居住权排除强制执行的实证分析和规则

构建 

【作者】何马根、吉卓烨 

【来源】《法律适用》2022 年第 5期| 

【摘要】《民法典》确立的新型用益物权——

居住权，在执行异议之诉中，能否直接阻却执行？

在权利冲突解决中，应该遵守利益平衡原则、生

存利益优先原则，从物权实现的接近性、权利成

立的时间顺序、权利实现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恶

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之情形四个方面构建冲突

解决规则，排除公示效力在冲突解决中的绝对效

力。对于未经登记的但是满足已签订居住权合同、

在房屋查封前设立、居住权人已经实际占用使用

该房屋并具有满足生活之必要性、居住权人对未

登记无过错这四个条件的，应赋予其阻却执行之

效力。 

12.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适用与完善研究 

【作者】吴国平，福建江夏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 

【来源】《海峡法学》2022 年第 2期 

【关键词】意定监护；理念；立法；配套 

【摘要】意定监护制度是我国民法上的一项

新制度。《民法典》实施以来的实践情况表明，意

定监护制度的适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反映

出现有法律规定内容还过于原则，缺乏配套实施

规则支撑，且立法上以民事行为能力欠缺作为认

定适用监护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意定

监护制度的广泛适用。未来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

释应将“协助决定”理念融入意定监护制度，抓紧

颁布与意定监护相配套的相关规定，完善成年人

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机制，细化意定监护制度的内

容，设立监护权的撤销制度和监护权的问责制度，

构建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化监护需要的先进

科学的意定监护制度。 

13.民事诉讼中老年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

准确查明 

【作者】刘万成、孙晓琳 

【来源】《人民司法》2022 年第 13期（总第

960 期）| 第 59-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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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年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意思表

示瑕疵不容忽视，传统的监护制度或者委托代理

制度无法全部妥善解决，且现有司法制度亦未就

此提供充足有效的程序保障，以致对老年当事人

合法权益保护不足，涉老年当事人的涉诉信访地

曾多。应针对老年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的基本特

点与成因。为老年当事人提供合适的制度安排，

保障老年当事人平等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权利，

以准确查明老年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及其背后的真

实意愿，进而准确裁判。 

14.《民法典》与民事信托的发展 

【作者】 韩良，南开大学法学院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 

【摘要】信托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民事信托制

度是对《民法典》的补充和完善。信托法需要遵从

《民法典》总则特别是基本原则的规定，信托法

没有规定及信托法理不能解决的问题，《民法典》

分则编及其他民事特别法具有补充适用的功能。

在《民法典》的指导下，应该用民事行为理论重构

民事信托的设立制度，对民事信托与民事代理制

度做出严格的区分，建立与物权登记相独立的民

事信托登记制度，运用民事信托受信理论丰富民

事责任制度。 

15.我国家族信托的法律适用问题 

【作者】高凌云 ，复旦大学法学院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

第 3期，第 76页-88页| 

【摘要】随着遗嘱信托被写入《民法典》，以

及家族财富传承与规划的需求不断增长，信托资

产跨境配置越来越多，可以预见与家族信托有关

的涉外纠纷将日益涌现，法律冲突不可避免。目

前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涉外信托

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的规定尚不完善。第一，家

族信托的当事人“协议”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并

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实现，因为信托可以通过单

方法律行为即可设立。第二，当事人对信托适用

的法律进行选择的权利没有限制，极易与既有法

律相悖。第三，目前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所规定的默认规则可能会与既定法律相冲突，也

会带来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信托制度的

发展。因此建议我国的信托法律适用法借鉴《海

牙公约》和英美法的经验，采纳有限制的当事人

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并重，以及分割法律

适用原则，推动《信托法》的修法并积极参与国际

公约及其谈判。 

16.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架构思路与实务规则 

【作者】杨少飞、刘建立 

【来源】《长安人》2022年第 2期 第 48页

-59 页 

【摘要】所谓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概因它隐涵

于遗嘱信托框架内，同宗且同源；可以说，公证遗

嘱信托机制是在公证机构公信力加持下的遗嘱信

托行为的综合体。《民法典》第 1133条“自然人

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的确立，使公证遗嘱信

托机制有其萌生直至繁盛的必然性。本文提出的

公证遗嘱信托机制架构的基础分为三方面：1.理

论基础：信托财产为委托而非转移 2.法规基础：

条款欠缺不妨碍机制相对自由 3.实践基础：公证

遗嘱信托机制探索参照标准。对于公证遗嘱信托

架构实务操作规，则从办理主体要求、申请主体

适格、一次性告知等方面具体阐述。 

17.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生效问题 

【作者】赵莉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5 期 第 38

页-第 41页 

【摘要】《民法典》并未将以合同方式或以遗

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完全并列进行规定，而是单独

规定了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参照”适用本章

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此立法方式是基于两种居

住权设立方式的法律性质不同。因此，不能当然

认为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必然采登记生效。笔

者认为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居住权自遗嘱

生效时设立，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遗嘱

继承不是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设立原因，不

能直接适用《民法典》第 230 条的规定而认定居

住权人因遗嘱继承取得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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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小额遗产继承公

证的思考 

【作者】孙哲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5 期 第 46

页-50页 

【摘要】《民法典》第 124 条规定：“自然

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

以依法继承。”继承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法律

规定和继承人的申请，依法证明继承人继承行为

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继承人继承权的活动。本

文从案例入手，从关于遗产认定范围、申请人资

格和范围、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方法和建议等方面

进行分析，追求严格公证程序，寻求程序与实体、

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一致。 

20.非商品房性质不动产的继承权法律意见

书 

【作者】胡晓晖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5期  第 51

页-54页 

【摘要】本文以案例引入，对于非商品房性质

不动产的继承权法律意见书，笔者提出从继承标

的的性质、公证执业风险控制及办证形式等方面

考量进行公证法律服务方案设计，充分发挥公证

预防纠纷、诉源治理的优势，为当事人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综合性一体化办证思维已经成为公证

法律服务的趋势，要素化公证书更符合本案中个

性化公证法律服务的需求，拓展服务类型，才能

更具备市场化延展性和适应能力。 

21.继承人以外的人可以适当分给适当遗产

的理解与适用——《民法典》第 1131 条的解读 

【作者】张兴利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5期  第 55

页-59页 

【摘要】《民法典》继承编共 45 条，对原《继承

法》中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的法律条文做了较大

改变或完善，契合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及我国财富

传承的理念和传统。其中第 1131 条及相关法律条

款关于继承人以外的人酌情分得遗产问题的规定，

更加具体明确，易于操作。本文从该法条变化及

进步意义、该法条适用条件、酌定分得遗产权人

的诉权保障、适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方面阐述，

最后提出要发挥公证调解职能，加强诉源治理。 

22.遗产管理人制度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作者】李雯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6期  第 10

页-14页 

【摘要】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规定

的新制度，弥补了遗产处理领域部分立法空白，

但同时《民法典》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规定的五个

条文，只是构建起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框架，遗产

管理人制度的顺利落地执行仍有很多理论和实践

问题需要厘清、解决。笔者从遗产查明问题、遗产

管理人与继承人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继承人可

否推选继承人以外的人作为遗产管理人等方面阐

述遗产管理人实际操作领域内的问题。希望公证

行业可以将在非诉遗产处理领域中积淀下来的智

慧与经验进行有机整合，开拓出一条非诉领域遗

产管理人实践操作的道路。 

23.寻找遗产处理的突破口——遗产管理人

制度的公证实践 

【作者】孙京晶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6期  第 15

页-21页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民法典》出台前后诉

讼和公证程序中遗产管理人的具体适用，提出权

源性文件检认程序前置、重视公证书从“证明”到

“表达”的价值转变、注重拓展、延伸公证文书在

各项登记程序中的作用，希望可以进一步完善公

证制度在继承领域的纠纷预防作用，完善非诉制

度和程序，平衡继承人、债权人、社会经济利益，

保护交易安全，解决好遗产管理人中立性、独立

性与司法介入的关系，使得遗产权利人的“意思”

能够通过公证文书真正“表达”给相关认和部门，

产生预判的法律效力。 

24.遗嘱应当被执行——兼论遗嘱执行人（遗

产管理人）的积极作用 

【作者】陈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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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6期  第 27

页-36页 

【摘要】公证是重要的预防性司法制度，是公

共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公证机

构办理的公证遗嘱在财富传承过程中预防纠纷、

化解矛盾、保障财产有序流转等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在遗嘱继承公证的办理过程中，公证制度

如何发挥自身职能使得立遗嘱人生前的愿望得以

实现？公证机构在为当事人提供遗嘱公证法律服

务的过程中，应当依法指导和协助当事人订立一

份符合遗嘱人意愿的、能够积极被执行的遗嘱。

相反，在办理继承公证中出现继承人放弃执行一

份真实有效的遗嘱、又没有遗嘱执行人参与的情

形时，公证员应当秉持公平正义和尊重遗嘱人意

愿的原则，引导继承人执行遗嘱并通过其他法律

工具达到他们的遗产分配目的。 

25.不动产登记中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方

案探讨 

【作者】阮啸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6期  第 37

页-42页 

【摘要】本文基于 2021 年 10 月底国务院印

发的《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

从遗产管理人制度入手，试探讨不动产登记中引

入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方案。本文通过分析北京、

上海等六个城市中不动产登记规范中载明的遗产

管理人的相关规则，从四个方面对落实遗产管理

人引入不动产登记制度提出完善建议，即：确认

适格标准、依法保障遗产管理人权利、探索创新

登记模式、指导工作强化监督。 

26.遗产管理人制度之于公证 

【作者】冯爱芳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6期  第 43

页-45页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在

原继承法的基上予以承继、修改和补充，遗产管

理人制度的确立是对原遗嘱执行人制度的一个重

大完善。在实务界看来，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

项综合性制度，搭建起的规范应涵盖遗产管理由

始至终的完整过程，始于如何产生、终于如何清

算分配。目前，《民法典》继承编第 1145至 1149

条仅在框架上对遗产管理人制度进行搭建，无法

满足实务界对此问题的预期，在落地环节中可能

会有不同理解、衔接脱节、执行无所适从的情况

发生。如何合理推动造产管理人制度的运用，正

是法律共同体向社会进行普法教育、发挥主观能

动性和法律专业强项的机会。 

二、篇目索引 

1.继承标的之一般理论———《民法典》第

1122条的法经济分析 

【作者】张永健 

【来源】《中外法商评论》(第 1卷）上海财

经大学出版社 2021年 12月第 1版  

2.从请求权基础视角谈公证在遗产管理人身

份权利检视中的作用 

【作者】孙京晶 

【来源】《中国公证》2022 年第 6期  第 22

页-26页 

3.祖父母可否以遗嘱方式将不动产留给孙子

女——兼谈遗嘱继承不动产登记中的未成年人保

护 

【作者】刁其怀 

【来源】《中国不动产》2022 年第 6期   

4.涉“生继”赡养协议的法律适用 

【作者】 顾彬 

【来源】《人民司法》2022 年第 19期  （总

第 966期）原载《南通审判》2022年第 1期，李

泊毅摘编 

5.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由来、特色与完善   

【作者】华瑀欣 

【来源】《上外法律评论》（2021年卷•总第 7卷） 

6.居住权期限的类型化与体系因应 

【作者】于霄 

【来源】《中国不动产法研究》（2021年第

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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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学术动态、学者视点 

马智勇：“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成逻辑及其反思 | 前沿 

2022-06-29   中国民商法律网  林伟摘编 

https://mp.weixin.qq.com/s/FXcN8hjF45DsToKgMYgYVg 

本文选编自马智勇：《“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成逻

辑及其反思》，载《法学家》2022 年第 3 期。 

【作者简介】马智勇，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吉

林大学法学院家事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离婚冷静期自被写入“民法典草案”以来，

受到人们持续的关注。每次“民法典草案”中有

关这一条款的变化，都会引起广泛的讨论。为何

“离婚冷静期”制度会引发如此广泛的争论？在

这一聚讼纷纭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离

婚冷静期”制度？既有的研究多关注这一制度的

现状，更多地是立基于当下来认识“离婚冷静期”

制度，忽视了此制度形成背后的历史逻辑，也忽

视了依照上述历史逻辑形成的制度其最终功效如

何这一问题。对此，吉林大学法学院马智勇博士

研究生在《“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成逻辑及其

反思》一文中，以婚姻背后的道德义务论与情感

自由论两种不同观念为切入点，描述当代婚姻制

度的演变并分析其演变背后的制度逻辑，从而展

现“离婚冷静期”制度生成的整个脉络。同时结

合当下家庭的现状分析这一制度在未来可能遭遇

的困境，并针对这一困境提出可能的回应路径。 

一、婚姻背后的两种观念“道德义务论”与“情感

自由论” 

（一）“道德义务论”观念 

 “道德义务论”的观念注重男女双方对家庭

的义务和责任，它来源于儒家思想中将家庭作为

伦理共同体、致力于捍卫家庭自身团结与稳定的

家庭本位理念。首先，在婚姻缔结方面，婚姻被视

为两姓宗族之事，而非男女个人之事。其次，在婚

姻维持方面，“道德义务论”以男尊女卑观念为基

础来规范夫妻关系。最后，在婚姻解除方面，“道

德义务论”认为，无论何种婚姻，只要不是特别有

害的，那么夫妻就应该厮守在一起，其对离婚采

取限制态度，强调人们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但

是，“道德义务论”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家

庭成员的人格和自由。而且，这种婚姻关系中的

结构是差等的，维护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二）“情感自由论”观念 

 “情感自由论”观念主张爱情是婚姻的基

础，强调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婚姻的核心并贯穿于

婚姻的始终。首先，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只有由自

由恋爱而结合的婚姻才是真实、正确、有意义的

婚姻。其次，在婚姻维持方面，“情感自由论”认

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应该继续保持爱情，强调

夫妇之间感情的协调。最后，在婚姻解除方面，

“情感自由论”坚持认为感情破裂应成为解除婚

姻关系的唯一依据。以“情感自由论”为基础的婚

姻家庭立法，使妇女的利益得到了有力的保护。

但是，离婚自由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危及

了家庭生产、消费、养老、育幼功能的发挥。此外，

家庭伦理的正当性被质疑，产生了“极端功利化

的自我中心取向”这一负面后果。 

二、当代中国婚姻制度的价值取向：一种对待婚

姻的实用性态度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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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旧立新：1950 年《婚姻法》确立“情

感自由”的价值取向 

在对于婚姻的态度方面，1950 年《婚姻法》

显然是把爱情作为婚姻的本质，强调爱情在婚姻

缔结、维持与解除中的决定性作用，相对而言较

少考虑个体在家庭中的义务与责任。在离婚问题

上，采取了自由离婚主义，其目的更多在于废除

旧的婚姻制度，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二）执行中的偏离：从 1957 年到 1978 年 

1950年《婚姻法》确立的“情感自由论”价

值，并未在其颁布实施后的实践中得到一以贯之

的执行，受“左”的思潮影响，“自由离婚主义”

的观念在这一时期几乎被完全虚置。在当时的司

法实践中，法院对离婚的认识开始向“道德义务

论”偏移。但这里所说义务的对象，从“家庭”转

向了“国家”。 

（三）后续调适：从 1980 年到 2001 年《婚

姻法》 

1980年颁布及后续修改的《婚姻法》，对婚

姻价值的选择则尝试走一条中间道路，即坚持最

初对婚姻制度的设计，主张婚姻以爱情为基础，

但同时也适当向“道德义务论”偏移，对离婚作出

限制。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尊重当事人的离婚

意愿，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标准。另一方面又

通过对“感情破裂”这一柔性概念的诠释，将实质

性的道德观念纳入对离婚的考量之中。 

（四）离婚冷静期制度背后的逻辑 

我国在婚姻制度方面的相关法律实践隐含着

一种实用性逻辑。不论是以“道德义务论”观念还

是“情感自由论”观念为基础来构建婚姻制度，国

家都只是出于策略性的理由，其最终目的是解决

婚姻制度在当前遇到的问题，只要能在结果上解

决问题，即使与先前立法的价值取向存在某种背

离，这一选择也被视为是正当的。“离婚冷静期”

制度的设立，是上述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的实用

性逻辑在当下的延续。 

三、“离婚冷静期”的非预期后果对制度功能的弱

化 

（一）“离婚冷静期”加剧了女性面临的不利

处境 

“离婚冷静期”制度本意针对的是轻率离婚

现象。但从《民法典》第 1077条的规定来看，它

并未区分轻率离婚和其他离婚，实际上对所有离

婚当事人都设定了限制。这种在所有离婚案件中

都首先强调家庭和谐的“一刀切”的限制方式，也

忽视了女性在家庭中面临的困境，不利于对女性

利益的保护。由于如今许多女性在精神与物质上

双重独立，她们在当下的离婚案件中占据主导位

置。从当下婚姻的具体状况来看，女性合法权益

在现实中时常被侵犯，但受“道德义务论”观念的

影响，却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救济。此外，诸多对法

院如何处理离婚问题的经验研究，也揭示了女性

权益在离婚诉讼实践中被忽视的事实。随着男女

平等观念的宣传与贯彻，女性对“离婚冷静期”制

度背后的有关女性服从和为家庭作出牺牲等观念

的认同度，也会逐渐降低。而这就会消解离婚冷

静期制度本身的正当性。 

（二）“离婚冷静期”遮蔽了家庭成员面临的

问题负担 

如果将目光聚焦于整个家庭法领域，将家庭

社会学关于家庭政策的研究考虑进来，那么就可

以发现“离婚冷静期”这一制度可能也仍无法达

至维护家庭的预期后果，反而遮蔽了家庭成员面

临的负担，加剧了不婚、不育的趋势。第一，从“家

庭政策”的研究来看，对家庭的保护，在强调社会

成员家庭责任的同时，更应该强调政府帮助他们

履行责任。第二，具体到中国场域来看，国家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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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较为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但给家庭提供

的支持则相对不足。既往对家庭的保护通常仅从

个人维度入手，实际上也是把家庭不稳定等问题

仅归因于家庭成员的个体因素。而忽视社会结构

性因素对家庭的冲击，也导致了一种预料之外的

结果，即当我们越强调对家庭的保护，客观上就

越加重了家庭成员的负担。 

四、法律对“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可能回应路径 

（一）通过目的性限缩限制“离婚冷静期”的

适用范围 

官方公布的立法说明明确提到新增的“离婚

冷静期”条款所针对的是轻率离婚现象，那么依

此立法目的，应当将“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范围限

制在轻率离婚这一类别。进而言之，应对《民法典》

第 1077条所表述的“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

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中的“离婚登记申请”作

限缩解释，将其理解为仅指轻率离婚的登记申请。

在实践中如何识别轻率离婚，我们可以通过类型

化的方式对其予以识别。一方面，实践中存在一

些排除适用“离婚冷静期”的案件类型，例如因公

共秩序、因强制性规定而排除。另一方面，我们可

以从当事人的结婚年限、离婚时的状态、离婚原

因、对离婚后果的认识等方面，综合判断当事人

申请登记离婚之举是否是冲动的、非审慎思考的

结果。 

（二）建构发展型的家庭政策 

从法律的外部视角来看，“离婚冷静期”制度

要达至维护家庭稳定的目的还需要政府帮助家庭

承担必要的责任，以减轻家庭成员的负担。对此，

既有的家庭政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对中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建构而言，第一，政府

理应转变家庭政策制定的理念，不能仅关注问题

家庭，致力于事后救济，而是应从补充型导向转

变为发展型导向。第二，政府应在经济上给家庭

提供必要的支持，强化对家庭养老、育幼以及照

料功能的扶助。第三，政府应鼓励或者要求工作

单位制定有利于社会成员承担家庭责任的工作制

度，营造一种支持社会成员承担家庭责任的环境

与氛围。 

五、结语 

国家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来处理婚姻家庭中的

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当

下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难以兼顾到现代家庭中

存在的多元利益，很可能会在实效上违背制度设

立的初衷，出现人们不愿接受的结果。在实用性

逻辑的支配下，国家、家庭、个体之间的权力界限

始终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家庭价值，

还是个体价值，实际上都难以得到融贯的保护。

在解决婚姻家庭领域的问题时，应该引入整体性

思维，只有在全面考量某一法律制度所涉及的因

素后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才会不仅具有思想和

观念上的意义，而且也能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与可

行性。 

《民商法争鸣》 | 王蒙：中国家文化下视角下的亲属法立法审视 

2022-06-29   民商法学 LexM   

https://mp.weixin.qq.com/s/KfnQgMia6MVXSW8_wzp5vg 

王蒙：《中国家文化下视角下的亲属法立法审视》，《民

商法争鸣》2020 年第 2 辑（总第 16 辑），第 135-146 页。 

摘要：法律具有指引作用，能为人们未来行动

提供一种稳定预期。法律的最大功能不仅在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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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而在于通过预期的设定来塑造一种行为

模式。亲属法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民族传统，

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当代精神。亲属立法既要

保证个人自由，但又要保障婚姻家庭的稳定。在

处理有关家庭伦理与亲情的问题上,我国的法律

实践还缺少一个统一的家庭法哲学来指导，以至

于在司法实务中处理夫妻、父母与子女人身与财

产关系上做法比较混乱。对《婚姻法解释(三)》的

“只见财产不见人”的批评即是这种混乱的体现。

我国婚姻家庭法哲学既应维护身份关系的伦理属

性，保障夫妻关系的平等自由，也要考虑交易安

全、第三人利益，实现情理法高度一致。 

关键词：伦理属性；衡平；屈从关系；不对称

保护制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编纂

民法典的大背景下，我国民法学界就民法典的起

草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

分的婚姻家庭法自然也不例外。 

在未来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如何把握亲

属法与习俗、伦理、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

关联、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抽象和概括出亲属

法所体现的一般原理和法律原则，推演出亲属立

法所应坚守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选择，以及实现这

一目标的具体路径与对策，使亲属法的法价值、

法原则、法文化、法制度、法运行和法技术成为一

个有机协调的整体，殊为重要。 

中国人特别珍视家庭亲情，讲究对父母依顺

言从，对子女无私奉献。家庭不仅是中国社会的

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的骨干。自古以来，国人就相

当重视“家”，家不仅抚养培育个人成长，也是

个人精神情感的寄托，更常是个人奋斗的目标。

古代社会中对国家、社会的观念较为淡薄的人不

在少数,但无一例外的将家作为其思想、行动的中

心。在国人的家庭观念中，治家和治国处于同等

地位。视家庭和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家庭成员

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建立在亲情仁爱的基础

上,这是我国家庭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但随着

社会多样化和个人需求差异化的发展,深刻的固

化形态的家庭观念也对国人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伦

理束缚和困惑。 

一、问题之提出 

家庭伦理和道德是法律伦理与精神的重要来

源，而且家庭关系和家庭秩序也是社会关系和社

会秩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家庭能力还是国家

整体能力的基石。因此，在社会转型全球化已崛

起的整体背景中，我国的法律实践，不仅必须要

为中国家庭的战略地位进行重新定位，而且也必

须要为家庭功能的重塑与家庭伦理的重建提供各

方面的支持。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它既要审慎，也

要开放。“转型中国的法律实践在处理有关家庭

伦理和亲情的问题上采用了一些积极而又零散的

做法，这种能动而混乱的实践逻辑，既表明转型

中国家庭问题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转型中国的法

律实践还缺少一个统一的家庭法哲学的指

导。”[1] 

我们一方面通过司法的方式，将子女“常回

家看看”的“孝道”纳入法律调整之中,将伦理

和道德的义务上升为法律责任，通过法律实践来

倡导家庭伦理、促进亲情，进而防止家庭伦理与

道德底线的一再下滑。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2]并且这种讨论一直持续到最近关于“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中所单列出来的“与老年

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条款的有关争论中。另一方面，我们的司法又认

为“精神赡养”属于家庭伦理与道德调整的范畴,

法律不应当干涉。 

2011年 8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

法的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归属认定的解释，

更是引发全社会高度关注和争议，凸显出现行婚

姻法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亟待再次修订。而后在

2018年 1月 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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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实施以后，经过媒体大肆宣传与渲染，大范

围的机械地、狭隘地《解释》整体、简单地解读为

“共债共签原则”。[3] 

法律本就应当符合家庭伦理与亲情，法律不

能离间亲情，我们的司法也不应该挑战基本的家

庭情感环境和社会关系。从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在

明晰家产中的个别财产归属的法律技术操作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理想家庭的法律想象就是：按

照“爱情归爱情，财产归财产”的逻辑，将家庭

变成了分别拥有个人感情和财产的两个人组合在

一起的合伙生意，其理想模式就是“AA制契约婚

姻”。这无疑是充满后现代主义婚姻价值观的激

进想象。在这种理想婚姻模式中，共同家产就是

两个人的私人财产的简单组合，以至于当两个人

的爱情消失后，每个人可以很轻松地拿着自己的

财产走人。 

正如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

教授所述：“制定一部完整统一的婚姻家庭法，

既要注重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崇尚意思自治，

保护个人自由、完善婚姻家庭的权利体系；又要

重视和维护健康文明，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婚姻

家庭核心价值观，弘扬家庭美德，强化家庭责任，

维护婚姻秩序，促进社会公正。”[4] 

我国的法律究竟依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来来

处理家庭问题的?这一是价值理念又是否能够确

保我国家庭的健康存续与发展，以及有助于我国

法律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如果不能，我们应当以一

种怎样的家庭法哲学，来指导中国法律的未来实

践?以一种什么样的家庭观，来支持我国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 

二、我国现行亲属间法律规则体系之检视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伦理道德的基础，

是培育善良风俗和民情习惯的温床。在这个意义

上，家庭纠纷不能由按照司法理性化和行政官僚

化逻辑来行事的普通法院体系来处理。应当按照

道德、良知、伦理、仁爱的逻辑来处理家庭婚姻财

产纠纷，因为法律代表的理性计算实际难以用于

解决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问题。婚姻家庭纠纷的

本质不单单是契约的问题，它关乎人伦秩序，个

人生活与公益保障，蕴含着情感、经济、法律、伦

理诸多因素。 

（一）关于近亲属范围的规定的不一致性 

亲属是具有固定身份和称谓的最基本的社会

关系，基于亲属身份而产生的亲属称谓不仅是亲

属身份的标志，也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所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

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

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

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 12条规定: 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包

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与

婚姻法规定的近亲属的范围在表述和排序上略有

不同，民法通则以“配偶”代替婚姻法中的“夫

妻”，在承担监护责任的排序上与婚姻法的排序

不同，兄弟姐妹的排序高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孙

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说这两个法律及其司法解

释尚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则明确缩小了近亲属的范围。依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 106条规定，近亲属是指: 夫妻、父母、

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刑事诉讼法将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

在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术语

应当一致，而不能各行其是，造成混乱，就确定近

亲属范围而言，这个任务应当由调整婚姻家庭关

系的基本法律来规定。未来立法应当通过增设亲

属制度通则，来明确有关亲属的概念、种类、范围、

亲系、亲等以及法律效力等问题，确保我国法律

制度的统一性，规范性，权威性。 

（二）处理夫妻财产关系规则的有失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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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法和司法最大功能不是解决已发

生的社会问题，而是通过设定行为预期引导人们

的行为模式。善变的法律将会扰乱人们的行为预

期，失去人们的信任与敬畏。我国立法与司法关

于夫妻的财产关系处理就是如此。 

1982年颁布的《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的基本规定是：夫妻婚后一切所得，除有特别约

定外，归夫妻共同所有；然而 1993年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的若干意见》突破了该规则，其第 6 条规定：一

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

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

经过 8 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 4 年，可视为夫

妻共同财产；到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时及随后颁

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又撤销了这一规

则，回归到原来的一方婚前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

系的存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则。 

这对于已婚妇女，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妇

女而言，原本当婚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虽然自

己的财产已经消耗殆尽，但是还有基本的生活空

间—房屋来赖以生活，然而却因 2001年回归到原

来的规则上这一改变失去了房屋赖以生活这一预

期利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父母出资购房的

规定，并未平息争论，反而激起更为复杂的新问

题。在其颁布之后纷纷出现所谓的“房产加名”

热正是凸显出了夫妻双方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加

剧，该司法解释有离间亲情之嫌疑。根据其规定

对人们行为的指引作用来看，未来的婚姻家庭模

式，婚姻的首要因素不再是感情，而变成房子。

“要不要双方共同购房”就成为婚姻面临的首要

问题。并且对于房子，一父母出资或双方父母出

资是否影响共有性质？离婚时的分割应该如何达

到公平？这些问题涉及婚姻法与物权法、合同法

的衔接及优先适用问题，关系到婚姻法夫妻财产

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巨

大分歧，同案异判现象严重，亟需立法统一和明

确；而立法的统一和明确，又必须要有一套稳定

的家庭法哲学来统率。 

 (三)关于姻亲关系规定的缺失 

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将姻亲关系作为调整对

象。对于姻亲之间的权利义务未作考虑，姻亲关

系是否属于禁婚范围也未予以明确，实践中就出

现过前夫与前妻的子女要求登记结婚的问题。我

国台湾地区明确将五亲等辈分不同的旁系姻亲列

入禁婚范围。考虑到我国的人情伦理观念，应当

将直系姻亲和一定范围内的旁系姻亲列入禁婚范

围，以免出现合法但不合理，有伤社会主流伦理

道德观念的现象。 

三、不同家文化语境下的亲属法立法的反思 

“文化解释方法不仅是法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也是观察法律和社会的独特视角，目的是将法律

制度置身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之中，从

而保证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理论铺垫和价值权衡的

结论。”[6] 

（一）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亲属法立法面向 

概括而言，西方法律文化思想大致包括:自由、

平等、民主、人权、人民主权等理念。这一系列的

思想构成了法治的基本的、核心的指导观念。在

这些观念的指引下，西方社会形成了成熟的判例

法系统，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成文“良法”体系。

同时也是在以上法律观念或者说文化的影响下，

西方法律具有了广泛的“合法性”，[7]得到社会

的广泛接受。这充分说明了法律文化对法律实现

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正如哈耶克所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

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

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 

即便如此，在大陆法系的现代亲属法中，私法

自治理念也是受到了社会国家或者说福利国家的

挑战。“个人自由受制于连带地兼顾价值更高的

利益的原则：因为个人自由并不是孤立的，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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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受到保护。由这项原则出发，

同时得出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权利主体，

每一个市民理应能够尽可能地信赖他人和由他人

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以此为行动的基础。在这

一意义上，现代民法典已经从古典的自由主义的

私法，发展成为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具有社会

性的私法，兼顾了社会国家原则。[8]国家基于福

利保护的理念，依法介入家庭自治的范畴，对家

庭关系中的弱势者，依法给予必要之协助，以防

卫其他家庭成员之不法侵害 

大陆法系亲属法的发展变革以法律渊源多元

化，注重人权保护、国家公权力进一步介入家庭

自治范畴为特征。现代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在修改

既有民法典亲属立法的同时，积极颁行单行法，

并将欧洲人权法的相关规定转换为国内法，内化

为各国亲属法的具体规定中，以反映回归家庭，

强调家庭的价值和作用的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与发

展，进而出现了婚姻家庭法的同化趋势。 

（二）我国家文化语境下的亲属法面向 

在孔子的大力倡导下,本是规范父子关系的

“孝”上升为协调君臣关系的“忠”,和谐兄弟

关系的“悌”扩充为理顺上下级关系的“顺”,

由此“父父子子”,演绎为“君君臣臣”,从而建

立起了整个社会伦理的关系和秩序,以此来厘定

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9] 

在传统儒家思想发展基础上，法律文化体现

为“权力至上”、“礼刑合一”、泛道德化、“义

务本位”、忽视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这些特征

归纳为一点便是“伦理化”，是“家本位”文化

的重要体现。 

长期以来，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家族为

其实体存在形态,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家庭、家

族成员之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规定为

行为规范,以祖先崇拜和家族绵延兴旺为人生信

仰的一整套家法族规,并把这一套家法族规从理

论上升泛化到全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传统中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把家、家族的

内部结构、身份关系、道德伦理、认知模式、互动

行为规则扩展到家和家族以外的各个社会层面,

成为支配、调节人、组织和社会的思想体系。[10] 

家庭是中国社会形态的本位单元,将家、业、

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

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事实上,

儒家思想中的“家本位”集中体现为家族伦理思

想。 

家庭中的人伦关系自然受到普遍的重视。在

古代社会大家族中，特别强调“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夫义妇顺”等，每个人与不同的家人相处

时，都应恰如其分的遵守一定的礼节。这不但古

有明训，也是现在每个中国人思想中最基本的伦

理道德观念。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以家为本位,以血缘、人

情、世俗为特征。血缘、人情两大特点使中国文化

展示出一种人情主义精神;世俗情结的特点在伦

理政治的运作下形成了中国独有的道德政治和血

缘统治秩序。[11] 

现实条件下,家庭依然发挥着给予物质满足、

精神慰藉,同时在公民利益受损求救无门时发挥

“避风港”或者是“疗养院”的作用。家庭依然

是最重要的“堡垒”,其奋斗一身的最终目标无

非在于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家园。社会的主流文化

要由主流的人群来界定,而不是由少数当权者以

政策的方式界定或者是建立,站在全社会的现实

的范围内观察,人们心中总是把家放在首位,“国

本位”仅仅是“异化”的权力占有者谋取私利的

借口和托词。 

“某一国家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

受自身立法传统、风俗习惯及思想文化因素的影

响，又与社会发展、家庭结构变化，乃至夫妻各自

经济的独立紧密相联系。”[12] 

“夫妻协力行为贯穿于整个婚姻生活，只要

婚姻关系存在，便认定彼此有协力存在，而不考

虑夫妻双方情感状况、家务劳动分配以及对家庭

经济贡献的大小等因素，认可夫妻协力，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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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维护婚姻的稳定，引导婚姻当事人以家庭

整体利益为重，鼓励配偶之间的互相支持与扶助。

因此，如果认为婚姻在当代社会中仍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认可夫妻之间的协力就是婚姻财产制

度的必然选择。”[13]应当回应婚姻家庭关系多

元化对社会的影响，明晰夫妻财产制度，承认家

务劳动的价值，平衡家庭成员的利益，保护夫妻

共有财产所有权；进一步规范离婚程序，完善离

婚救济制度，保障夫妻离婚后弱势一方的利益。

总之，现代婚姻家庭立法应当注重和强化婚姻家

庭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保护婚姻家庭关系中

弱者的利益。 

必须明确，我国是一个以家为社会基本单位

的国家, 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总是把家放在首位。

可以不无夸张地说，家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经济文

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

我们要在“家本位”文化合理内核的指引下,制

定适合我国文化特征的法律。当今社会“家本位”

文化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对法律实现

的作用力必须受到重视，任何脱离本国社会结构，

抛弃本国文化体系，恣意生产所谓的“法律”，

并且希望该法律得到实施并取得良好实效的愿望，

无疑都是空想，这样的做法只会创造一个“法律”

多但秩序少的社会。婚姻家庭法有两个基本价值

取向：其一，相互合作而共存共荣；其二，保护弱

者。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之所以受到学界一

致批评，根源在于对家庭关系如同契约法般的物

化这种物化有其历史背景，有学者以一个世纪以

来中国家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视角，考察了家

庭结构在市场经济及其所推行的契约自由原则下

所经历的消解：“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不仅普

遍地接受了通过‘想象’而来的、西方社会的家

庭模式与家庭观念，而且在行动中也始终以此为

摹本来改造并重塑我们的家庭，结果使得传统中

国家庭的‘代际关系’,被现代家庭中的‘平权

关系’所取代。因而我们看到，在当下的家庭关

系和家庭制度中，个人的权利日益被强调，而家

庭成员间彼此所应负有的义务却普遍被忽

视。”[14] 

四、结论 

杨立新教授曾在亲属法新问题与新展望一书

前言中就这种现象提出过批评，“相对于民法理

论其他研究领域研究而言，亲属法律问题的研究

不够大胆，不够深入，与其他民法学者和法官的

交流较少。在立法上，亲属法的立法面对现实不

够，落后于现实发展需要。”[15] 

亲属法主要是起着维持夫妻和家庭的共同生

活，鼓励夫妻间相互扶助，同甘共苦，增强家庭的

凝聚力，实现家庭养老育幼的功能。亲属间的身

份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目的，由身份关系所创设的

派生的亲属间的财产关系不直接体现交易目的。

其实质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

并不强调对价，要求具有等价有偿性。夫妻之间

以及家庭成员之间是利益共同体，讲究的分享、

利他和奉献精神。不能生搬硬套财产法原理来处

理亲属间财产关系。 

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就

明确提出过“家庭关系主体不平等说”虽名为

“不平等”，但反对的只是“口号”上的平等，

尤其反对以男女平等之名而在“抬高女性地位的

名目下对她们进行摧残”之做法，实为致力于保

护家庭关系主体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基于此，

徐教授提出了屈从关系理论与不对称保护制。[16]

纵观女权主义各个流派的观点来看，也始终未能

解决好男女平等问题。尤其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其并不要求对女性进行特殊照顾，只要求给予平

等的机会。 

基于家庭法中的人物形象，家庭法对弱者更

多的适用关怀伦理，家庭成员之间是相互依赖，

相互关怀的。婚姻家庭本身具备生育、扶养、教育、

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弱者的保障等诸多功能，

与儿童、妇女、老人的权益息息相关，决定了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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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绝非仅为个人的私事，故在“义”“利”的

抉择之间，只能重“义”轻“利”，如此方能达

致新人文主义家庭法哲学的最大目的和价值归依。 

在两性关系上，也有学者反思了现代法律以

男女平等为旗号，却对事实上的两性差异视而不

见之现实。[17]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些危险，故而主

张，应有所区别地调整构成民法的人身关系法和

财产关系法，对前者实行弱者保护，从而避免为

后者所物化的可能。 

*王蒙，四川省宜宾学院法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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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丁金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项目号：22XNH02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 

摘 要 

人身安全保护令为法院通过司法程序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保障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与人

格尊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手段。实践表明，申请

人“证据不足”是制约保护令获得法院支持的重

要因素，而证据规则与证明标准尚处于规范真空

地带，是保护令运行实效不佳的根源。以非讼程

序法理构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审查原则和证据规

则，符合保护令“防胜于治”的目标和快速裁判

的实践需求。针对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特点，可通

过降低申请证据资格门槛、加大职权调查力度等

手段纾解受害人证据短缺的“燃眉之急”。保护

令对事实真实性的要求不宜过高，申请证据的证

明标准原则上适用优势盖然性标准，但需预留法

官对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空间，允许对禁止型保

护令和作为型保护令作出必要的动态调整。 

关键词 

人身安全保护令   家庭暴力    非讼

程序    职权探知    证明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基本细胞，是充满

亲情与爱的住所，也是温馨的港湾和成长的摇篮。

“从一般意义上说，家庭为我们每个人提供的福

利、友谊、自我价值、保险和爱多于任何一个其他

方面的来源”。然而，本应作为安全港湾的家庭，

却时不时因为家暴行为的存在，让家庭成员遭受

来自身体、精神、情感以及心理上的摧残，致使安

全港湾面临触礁沉船的危险。家庭暴力是一个自

古存在、中外皆然的问题，家暴行为对人身安全

和人格尊严构成危害，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

关系，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国家如果

期望从家庭获得发展的动力，就必须设法预防、

制止家暴行为，维护家庭关系的健康和稳定。 

2016年 3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表

明了我国禁止任何形式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其

中，第四章“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反家庭暴力

法》中创设的重要制度，也是该法的核心内容。

《反家庭暴力法》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与诉讼

程序脱离，使其成为“不必然伴随诉讼程序，可

独立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保全之外的”新的

法律制度。自人身安全保护令登上民事司法的舞

台，社会各界期待其能够减少潜在的家庭暴力危

险，成为阻断家庭暴力的一剂良方，然而由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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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成一套独立而完整的程序规则，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实践运行仍处于自行摸索状态。实践证明，

《反家庭暴力法》仅仅对家暴案件中常见的证据

形式作出规定，而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核发具

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和证明标准等

问题未做规定，由此带来了家庭暴力发现难、举

证难、保护令申请门槛过高以及证据的可采性范

围较窄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功能的发挥。 

遗憾的是，以上问题在实务中留存多年，却尚

未引起立法者和学者们的充分关注，最高法院

2016年发布的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即

《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

复》）中，也并未对保护令的证据法则作出任何安

排。故理论上应运用法律解释及漏洞填补等方法，

以熨平法律的褶皱。基于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规

则供给不足的现实考量，本文旨在对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证据规则进行反思与重构，首先从人身安

全保护令运行实践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大

量的裁判案例，证成申请人举证困难是阻碍家暴

受害人寻求保护令救济的重要事由，并结合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法律属性、基本特征，理清其审查

原则，选择与之适配的程序法理。在此基础上，围

绕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审查的重点与难点，优化

保护令案件的证据收集制度，提出保护令证明标

准的设计思路。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现状梳理 

为了直观地把握人身安全保护令在我国的实

施现状，这里结合官方发布的数据报告、典型案

例以及检索到的裁判文书对保护令运行实践进行

梳理。 

（一）驳回申请的原因分类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显示，

2021年我国共审结婚姻家庭案件 183.1万件，签

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3356 份。考虑到我国总共有

3000多家法院，平均每家法院签发的保护令数量

一年不到 1.5 份，甚至很多法院全年都未曾签发

过一份保护令，可见实务中申请保护令并未成为

家暴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主要途径，实际利用

率有待提高。因官方未公布保护令的申请总数，

难以探知保护令申请的真实支持率。故而选择将

研究重点聚焦于法院裁定驳回保护令申请的裁判

文书，以“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驳

回”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上抽样检索出 28

份“驳回申请人全部请求”的裁定书，并对驳回

申请的具体理由进行解读与分析，以探知保护令

的适用困境。 

 

由图表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证据

不足”是法院驳回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最主要

原因（下文予以详述）。第二，虽然《反家庭暴力

法》将“遭受家暴”和“存在家暴危险”均设置

为法院支持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条件，二者满

足其一即可签发保护令；但司法实践表明，发生

过家庭暴力行为并不是签发保护令的必要条件，

对于曾经遭受过家暴伤害的申请人来说，如果被

申请人下落不明，或施暴人向法庭保证不再实施

伤害、骚扰行为，法院也有可能以“虽发生过暴

力行为但不存在家暴现实危险性”为由驳回保护

令申请。第三，有两份裁判文书被法院以“不属

于反家暴法调整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其中一份

当事人系母子关系，年迈母亲要求未尽到监护指

责且辱骂自己的被申请人迁出房屋，但因双方没

有居住在同一套房屋，法院认为因房屋所有权产

生的纠纷应另行处理，申请人提出的迁出令不符

合法律规定。另一份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曾经是恋

人关系，但申请人已与案外人结婚组建家庭，与

被申请人不再共同生活，已经丧失了家庭成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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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的关系，其不再是《反家庭暴力法》所保

护的家庭成员范畴，故法院以“申请主体不适格”

为由驳回保护令申请。本案裁判传递出我国保护

令申请主体并未将“前任恋人”纳入保护范围。 

   （二）证据不足系驳回申请的高发原因 

家庭暴力纠纷案件中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

一直是诸多关注家事审判学者心中的隐痛，有数

据显示，我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 34.7%，但人民

法院对家庭暴力的认定率普遍不足 10%，申请人如

果取得法院裁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如同获

得了“金牌律令”，不仅能够免受暴行，同时增

加了后发型（离婚、侵权）诉讼中权益维护的砝码。

域外的实证调查虽已表明，家庭暴力发生的几率

与保护令之有无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却无法回答

保护令“有法可依”后能否一揽子解决“家暴行

为证明难”的困境。根据北京市顺义区法院对涉

家庭暴力离婚案件审理情况的分析显示：举证难

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院认定的主要障碍。而

在对人身安全保护令运行实践进行调研后，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也指出，证据不

足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主要原因。这

个结论在上述检索到的 28 份“裁驳”案例中再

次得到了证实。 

如表 1 所示，审判机关因证据问题而驳回保

护令申请的案件所占比例超过 70%，且主要以“申

请人未能举证证明家暴行为存在”为表现形式，

法院在裁判理由部分往往表述为“当事人虽提交

部分证据，但不足以证明家暴行为存在”，或者

“申请人提交的伤情照片、病历等材料，未能体

现该伤情系被申请人对其实施家庭暴力造成。”

这类案件虽然申请人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

任，但未能达到足以让法官确信“家暴行为存在”

或“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证明程度和标准，因

此保护令申请被法院裁驳。也有少部分案件申请

人没有向法院提交除“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

证据资料来证明被申请人有家暴行为存在，反映

出部分受害人证据收集能力和证据意识极为匮乏

的现实。 

三、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不足的深层次考察 

家庭暴力作为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

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在我国已成为社会

公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法可依”，理论上

能够提升司法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强化司法保

护人权的功能，但无论是官方通报、媒体报道抑

或是裁判文书的检验，均不约而同地表明“证据

不足”已成为制约保护令功能发挥的一大难题，

是阻碍保护令申请得到法院支持的最大“拦路

虎”。通过考察我国家暴案件的复杂性和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证据规则，可以发现三个较为显著的

问题和缺陷： 

（一）家暴受害人举证能力偏弱 

长期以来，家庭暴力始终是我国社会一个久

治未愈的痼疾，它不仅多发于夫妻之间，还发生

在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父母之间。

国内外数十年来持续的研究表明，社会中的弱势

群体，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更有可能成为

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妇女在家中往往更易于遭受

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但上述主体大都属于社会

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地处偏远地区的低收入阶层，

其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普遍不足，往往不知晓及

时保留证据对民事保护令得以签发的重要意义，

其在遭受家暴伤害后，缺乏收集证据的主观意识，

也不具备收集证据的能力，有的甚至对人身安全

保护令制度全无所闻，如此一来，即便上述受害

人声称多次遭受对方家暴，但没有保存任何证据，

只能承担家暴不被认定、保护令无法签发的尴尬

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曾试图说明当事人对

家暴行为并非“举证不能”，因为当事人向法院

申请保护令时至少做出了曾遭受家庭暴力的陈述

（当事人陈述属于法定证据种类），法官不能置

若罔闻。实践中，也的的确确存在仅依靠“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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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陈述”便获得保护令支持的案例，似乎当事人

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一样可以实现目标。但研究发

现，这样的案件在实践中可谓寥若晨星，且极度

依赖施暴人对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予以自认，

“明确承认使用过暴力对申请人进行殴打”，才

能使“家庭暴力”这一事实被认定。当然，毫无

疑问，当事人陈述应得到法官的重视，甚至域外

法还有“如果仅有原告的申请和陈述，法院也应

签发紧急保护令或通常保护令”的明文规定，但

在我国证据裁判主义的司法模式下，期待申请人

的“一面之词”取代其他证据种类而成为常规救

济手段，却并不现实。受害人要想获得免受暴行

的“金牌律令”，仍应以收集、提交受伤照片、证

人证言、家庭暴力告诫书等证明力明显较高的证

据资料作为最高程度的权利实现方式。 

 （二）家暴事实证明困难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到“家丑不可外

扬”“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等观念影响，家庭暴力一直被隐藏在阴暗的角落，

几乎所有归纳家庭暴力特点的研究，都会将隐蔽

性作为其典型特征之一。正如我国著名家庭暴力

问题专家陈敏所言：“家庭暴力多发生在亲密关

系中，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家庭暴力的隐蔽性

特点易使暴力行为在家庭中长期存在却难以保留

证据，不仅加害方不愿意让外界知晓自己的施暴

行为，有可能对受害方进行威胁、恐吓，使其不敢

报警；另一方面，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当事人住

宅等私密空间，往往缺乏直接目击证人，申请人

难以证明伤情系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所致，从

而陷入“家暴行为”举证难的窘境，影响了家庭

暴力的认定和保护令的签发。 

除此之外，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等隐性暴力可

能会给受害人带来持续的精神折磨或经济受制，

且不具有身体暴力的外显性，他人更加难以知晓，

甚至受害一方因顾及个人面子、夫妻名誉、家庭

完整、子女身心健康等因素，即使自身因长期家

暴而精神痛苦、遍体鳞伤，但却始终隐忍不言，不

愿意或者不敢让外界知道自己遭受的身心伤害，

毋宁说实时记录自己的伤情，保留、固定家暴证

据向法院寻求保护令救济了。在“进退维谷”的

处境面前，受害人一方面担心收集被侵害的证据

会进一步恶化家庭关系，又害怕不保存证据将来

权益受到侵害，求助无门。个别极端案例显示，女

方遭受家暴多年，但她深受“家丑不可外

扬”“离婚对孩子成长不利”等因素影响，选择

忍气吞声，没有报过一次警，直到被男方打死造

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外界才知晓她的家庭长期存

在严重的家庭暴力。由此可见，家庭暴力的隐蔽

性特征加剧了家暴事实证明的困难，故而有必要

在法律规范层面适当调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

规则，使之与程序快捷的要求、当事人偏弱的举

证能力以及不公开审理原则具有相称性。 

（三）机械照搬诉讼程序证明标准 

民事保护令的优势包括在法庭上要求的证据

级别较低、为暴力行为达不到刑事诉讼标准的受

害者提供救济途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以财产

权争议的诉讼程序作为原型塑造民事诉讼的面貌，

忽视了人身关系、家事纠纷的立法供给。民事诉

讼法未明确区分财产关系诉讼与人身关系诉讼在

原则、制度和程序上的差异，实践中往往简单地

将财产关系诉讼的程序原则、证据规则套用于人

身关系诉讼尤其是身份关系诉讼中，导致身份关

系的不和谐，也未能体现民法典时代对人格尊严

和人性关怀的重视。从《反家庭暴力法》第 4 章

的规范意涵来看，受害人仍需提交证据材料、通

过完备的审理程序、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才能获

得保护令的救济。在一起案例中，女方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提交了手机短信记录、匿名

报警事件单、派出所对被申请人儿子的询问笔录

等三份证据，但法院却认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未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

其有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情形”，

故而对保护令申请不予支持。可见，法官在认定

家庭暴力上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对证明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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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尺度，都会对保护令的签发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即使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认定家暴行

为存在具有“较大可能性”，但法官依然可能以

“家暴事实需达到高度盖然性”为由裁驳，这不

得不引人深思：将高度盖然性的通常证明标准嵌

入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是否还具有妥当性？ 

毋庸讳言，《反家庭暴力法》具有受害人倾斜

保护的价值取向，考虑到家庭暴力的发生具有骤

然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施暴人随时有可能使

受害人陷入“明显而即刻的家暴危险”之中，因

此在对家暴事实获得确证方面，不能以受害者的

人身安全为赌注。家暴受害者申请人身保护令显

然具有迫切的需求，如果举证责任过重，证明标

准过高，则保护令的签发就会面临重重掣肘。上

文已经论证，受害人在短时间内很难收集到足够

的证据来证明存在家暴危险及签发保护令的必要，

在受害人申请保护令期间，如果施暴人得知受害

人申请保护令的事实，又很可能阻碍受害人进行

举证，乃至对受害人实施报复。事实上，如果获得

保护令后的二次伤害风险超过了预期利益，那么

保护令对受害人来说绝非上策。可见，对受害人

的临时性救济绝非简单规定“紧急保护令应在 24

小时内作出裁判”就可实现，如果法院未能准确

识别保护令的法律性质，机械套用财产关系诉讼

的证明标准，将导致大量家暴受害人因证据短缺

或难以企及高度盖然性标准而无法获得保护令的

救济，显而易见，这与《反家庭暴力法》倡导的受

害人倾斜保护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四、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审查和判断规则 

进行人身安全保护令具体证据规则的设计时，

必然要遵循某种合适的程序法理，来为证据的审

查、判断规则提供正当性。换言之，需要设置一个

合适的程序，既能帮助法官克服利益权衡难题，

简化程序，提高保护令制度效能，又能约束法官

自由裁量权，保障保护令审查的程序安定性和实

体正当性。根据程序价值、基本原则、裁判效力的

不同，民事审判程序可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

只有在比较各种程序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价值取

向、基本特征匹配度的基础之上，明确人身安全

保护令适用的程序法理，才能建构出一套与之适

配的证据规则，解决家暴受害人证据短缺的“燃

眉之急”，纾解基层法院签发保护令的“后顾之

忧”。 

（一）审查原理：诉讼法理抑或非讼法理 

1.保护令与诉讼程序实质脱离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实

现程序，其在程序定位方面归属于诉讼程序还是

非讼程序存在争论。“诉讼程序说”认为：人身

安全保护令程序中的当事人名为申请人和被申请

人，实为对立的受害人和施暴人，二者关于是否

存在家庭暴力、是否有必要签发保护令等问题存

在激烈分歧和利益冲突，体现了争讼性的程序特

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

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 31条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视为离婚诉讼的附属程序，要求申请人在诉前、

诉中或诉讼终结后 6 个月提出申请，也可以视为

保护令应适用诉讼程序审查的力证。然而，保护

令的依附性遭到了学界的猛烈批判，因为保护令

制度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和减少

家暴案件，而不应沦为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增加胜

诉概率的工具”，况且，受害人申请保护令也有

可能只是单纯希望制止家暴行为，未曾想过解除

婚姻关系，故而将保护令与家事诉讼人为捆绑，

存在侵犯受害人婚姻自主权之虞。因此，在《反家

庭暴力法》的正式立法中，保护令制度的独立性

获得了确认，使其与离婚诉讼和任何其他家庭纠

纷相分离。 

值得强调的是，人身安全保护令由《反家庭暴

力法》确定之后，民事诉讼法并未及时修订以提

供相对应的审判程序。最高人民法院 2016年发布

的《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

复》建议比照民事诉讼法上的特别程序审理此类

案件，这表明司法解释层面也确认了人身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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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令无需依附于诉讼程序的“独立性”。从程序

法的角度观之，保护令的申请、审查、执行、变更、

撤销和延长均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其完全可以不

依托于家事诉讼的提起或程序进行而独立存在。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普通诉讼程序审理周期长、

证明标准高，对于急需获得保护令的受害人来说，

如果需要经过漫长的证据收集过程、旷日持久的

民事诉讼程序才能得偿所愿，则签发的保护令可

能会因人身安全、人格尊严的持续受损而沦为

“迟到的正义”。综上，诉讼程序与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基本特征、制度目的不相匹配，故不能按

照诉讼程序原理构建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 

2.非讼法理的程序相称性 

民事非讼程序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主要

包括法院职权主义、书面审理主义、不公开审理

主义、采取自由证明等。非讼程序注重效率价值，

强调审理程序的“简捷性”和“经济性”。本文

认为，最高人民法院 2020年公布的《民事案件案

由规定》把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列入“非讼

程序案件案由”部分，准确理解和把握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防胜于治”的目的和快速作出裁判的

实践需求，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属于非讼程序，

应以“非讼程序说”构建保护令的程序法理。 

第一，人身安全保护令奉行不开庭审理原则。

人身安全保护令目的在于对正在或持续发生的家

庭暴力行为进行及时干预和事前防范，如果申请

人能证明存在正当、合理理由足以使法官相信其

本人或其家人有受被申请人虐待、威胁的现时或

急迫危险，如不核发保护令将导致无法恢复的伤

害时，法官通过对申请书和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

理即可作出判断，并非一定要运用开庭审理方式

让当事人面对面质证、辩论，在紧急情况下甚至

无须申请人必须到庭便可作出签发保护令的裁定，

这与非讼程序“注重效率”的价值取向高度吻合。 

第二，人身安全保护令实行不公开审理原则。

公开审判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家

庭暴力纠纷中不敷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审查重

点系家庭暴力的要件事实，往往涉及到当事人的

个人隐私、身体健康、人格尊严、名誉等，故不公

开审理此类案件既是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

女、父母人格权之需要，更是为了保护上述主体

人身安全，以及安宁地生活、学习、工作的需要。 

第三，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职权干预原则和

职权探知原则。保护令案件看似只调整特定的受

害人与施暴人之间的家事关系，实则带有很强的

公益属性。预防和消除家暴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

任，也是保障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伦理、公共秩

序稳定的重要基础。保护令程序虽具有某些当事

人处分主义的特点，但处分权同时会受到必要且

合理的限制。比如在证据规则方面，一般由申请

人自行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

料的证明力显著性不够充足时，法院应当向其履

行释明义务，指导申请人举证，甚至必要时可依

职权调查“家暴事实”，帮助申请人收集必要的

证据。除此之外，民事争讼程序中的和解、调解原

则，在保护令案件中会被禁止或者受到很大的限

制，即原则上不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调解结案。 

“非讼程序说”可能的质疑在于，人身安全

保护令必然涉及主张预防性保护的申请人与对立

的被当事人，程序结构上呈现“两造对抗—居中

裁判”的三边结构，是真正的诉讼事件，故不能

适用非讼程序原理。但相反观点认为，真正的诉

讼事件不见得必然对应于诉讼程序，其同样也可

能成为非讼程序的审理对象，纠纷的庭外解决、

诉讼事件的非讼化处理以及通过非讼事件不断扩

展司法救济功能，已成为现代民事司法的发展方

向。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所解决

的是实体事项，不宜以裁定的方式作出，但若使

用判决又会与非讼法理产生内在紧张关系。实际

上，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将“判决与实体事

项”“裁定与程序事项”划等号，裁定通常指代

解决程序性事项的法律文书，但裁定程序亦具有

独立性，可以独立解决某些紧急性的实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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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保护即是其例。此外，民事诉讼法上的

诉前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也属于上述情形。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信息技术在民事司

法程序中的广泛应用，我国远程审判、在线诉讼

获得了跨越式发展，《民事诉讼法》增设第 16条

明确规定“线上诉讼活动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

等效力”。在线诉讼规则以程序利用者为本，是

在程序利用者视角下的一种诉讼赋权，为了给当

事人利用网络空间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提供方便，

快速摆脱家暴行为的侵害，法院可以适用在线诉

讼中的异步审理模式予以审查，异步审理具有的

“非同步”“非面对面”的程序机理，与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非讼性质以及“单方询问为审查原则”

的特征极为契合，通过发挥异步审理灵活、高效、

便捷等优势，可以缩短保护令审查的程序耗时，

减轻申请人权利实现的成本。 

（二）申请证据：降低保护令的申请门槛 

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够为处在家庭风暴中心孤

立无援的受害人提供可以抵御家庭暴力的“尚方

宝剑”，但保护令的获取仍需满足实体法规定的

条件，以保证其正当性。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27 条规定，民事主体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要提

供能够证明“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现实危险”的证据。所谓“证明”，指能够让法

官对申请条件中的要件事实形成内心确信，作出

明确判断。但法律之内收集证据手段的阙如和法

律之外家暴事实证明难的双重困境，令申请人心

有余而力不足，也让很多法官不敢轻易签发保护

令，客观上降低了该制度的实际利用率。 

要改变“证据不足”的现状，首先要加大保

护令制度的宣传力度，提高家暴受害人证据意识

和维权意识。家庭暴力一旦发生，受害人要抛弃

“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敢于敞开大门，让街

坊邻居以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卫生部门和妇

女联合会等单位知晓，这不但可以有效阻止暴力

的进一步升级，还能获取重要的人证，取得更多

的公文书证，有助于消除保护令申请举证难的障

碍。此外，民事审判实践中应对申请证据的资格

和可采性范围方面作出有利于家暴受害人的制度

安排。具言之，应进一步降低申请证据的资格门

槛。目前《反家庭暴力法》中罗列的家暴证据形式

只包括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

见等，但随着司法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判的

铢积寸累，家庭暴力证据的资格门槛不断降低，

可采性范围逐渐扩展。例如，当事人在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时提交伤情照片、证人证言、录音录

像、施暴人的悔过书或保证书、撕扯的衣服、毁坏

的器物、施暴工具、带有威胁内容的短信、微信、

Email以及其他通信软件的聊天记录等，均已成为

合法的证据形式，更容易让受害人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条，有效证明“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

暴力现实危险”的事实。最高法院未来制定人身

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时，可以专门对家庭暴力案

件证据的可采纳范围作出细化规定，为受害人收

集家暴证据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则指引。 

（三）职权探知：提升法院职权调查力度 

在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法院处理民事

非讼案件，采行职权探知主义，即法院不限于当

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供的证据范围，可依职权主

动收集事实和调取证据。《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

第 49条规定：“裁判所应依职权调查事实，且应

依职权或申请进行其认为必要的证据调查。”我

国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2018 年修正）第 32

条规定：“法院应依职权或依声请，调查事实及

必要之证据。法院为调查事实，得命关系人或法

定代理人本人到场。”我国大陆没有出台单行的

非讼程序法典，民事诉讼法与《反家庭暴力法》中

也未充分发掘职权探知主义的适用空间。但理论

界已凝聚价值共识的是，对于涉及公益的非讼案

件，应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家庭暴力除了危及受

害者的人身安全外，还往往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

进而损害家庭关系体系。应当说，家庭暴力不再

是“私事”，更事关整个家庭体系、公益伦理以

及社会秩序的和谐，带有强烈的公益色彩，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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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非讼程序审查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采用职权

探知主义，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和正当性。 

2022 年 3 月 5 日，最高法院联合全国妇联、

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

共同发布《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

施的意见》（法发〔2022〕10号，以下简称《保

护令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绿色通道”，加大依职

权调取证据力度，依法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虽然《保护令实施意见》并非司法解释，但却为贯

彻落实《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精神，实现人身安

全保护令规则性、体系性和可操作性转变开启了

新的篇章。获取足够多的家暴证据对家庭暴力事

实认定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影响甚巨，在家

暴事实证明困难和当事人举证能力明显不足的现

实环境下，人民法院审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奉行诉讼资料收集上的职权探知主义以及证据收

集上的职权调查主义，是消弭家暴受害人“后顾

之忧”，提升保护令内在效果的上佳之策。 

具体来说，在针对家庭暴力申请保护令的案

件中，法院应积极行使审判权，代表国家依职权

进行干预。在收到保护令的申请后，对于与申请

人请求有关的事项（保护令的形式要件、是否存

在家庭暴力危险的证据），法官以书面审查为主，

采行自由证明程序，如果家暴证据的证明力充足，

法官可直接作出支持保护令的裁定，但在申请人

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证明力显著不足时，由独任法

官依职权就构成裁判基础的证据进行收集，从而

达成简易、迅速而经济的裁判。同时，根据《保护

令实施意见》第 2 条，人民法院也可以将相关情

况通报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司法行政部门、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法律援助

机构等，加大该类组织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帮扶

力度和法律援助，协助当事人做好证据资料收集

工作，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立体式的救助体系。

不过，为了保证裁判的合目的性、妥当性，有必要

在民事保护令的非讼程序中为被申请人提供最低

限度的程序保障，这一方面体现为法官可以传唤

被申请人或双方到场，询问被申请人，聆听其陈

述、质证意见，特别是当保护令内容涉及中止子

女探视权、责令迁出住所等措施的，因对被申请

人权益干涉较重，一般应当组织听证。通过自由

证明程序，对于认定事实的资料及证据调查结果

应赋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之机会，裁判文书中

也应明示自由证明所用之方法及其依据。在向被

申请人有效送达保护令裁定书后，还要保障当事

人申请复议的权利，但复议的审查也应遵循简洁

明快的原则。  

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设计 

证明标准，是指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

达到的程度，又称为证明要求或证明度。梳理我

国民事程序法规范和多年来的审判实践不难发现，

我国已经建立以以本证之“高度盖然性”为主、

由多个证明标准构成的证明标准体系。具体而言，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由高到低大致可分为“排除合

理怀疑”“高度盖然性”“盖然性优势”等三个

层次。“排除合理怀疑”主要适用于欺诈、胁迫、

恶意串通、口头赠与或口头遗嘱等事实的证明。

“高度盖然性”（又称为“高度可能性”）是我

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民事诉讼案件通常的证

明标准，“盖然性优势”（又称为“优势证据”

或“较大可能性”）是指“待证事实的存在比不

存在更有可能”，法官对事实的信任度达到或超

过 51％即可，主要适用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

事项的证明。 

在提供证据总量恒定的前提下，证明标准越

高，待证事实被法院认定的难度越大。同样，在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保护令申请能否获得支持，

取决于法官对“家暴事实”持何种证明标准尺度。

然而，《反家庭暴力法》对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所

应达到的证明标准未设明文，实践中不同法官所

持态度也莫衷一是，因此，如何构建出与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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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理相契合、且便于法官操作的证明标准，

法学界须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明标准的应然选择 

证明标准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调节阀，当事

人按照证明标准的指引，收集整理证据；法官按

照证明标准的指引，审查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

鉴于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尚处于规范

真空地带，有必要从体系化的角度，将不同的证

明标准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基本特征、程序法理

逐一匹配，从中选择一种较优的方案，并提供充

足的解释论依据。 

第一，“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对家暴受害人

过于严苛，应予排除。家暴受害人收集证据不易，

如果要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需要达到

“确实充分和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就会使大量

的保护令申请，因无法认定被申请人具有家暴行

为而遭到法院驳回。其结果是孤立无援的受害人

继续在家庭风暴中心挣扎，保护令制度效能的发

挥大打折扣。 

第二，“高度盖然性”的通常证明标准与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非讼性特征和程序迅捷的要求不

相容。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格权禁令在反家庭暴

力领域中的特殊运用，属于人格权禁令的一种类

型。有学者主张，禁令程序申请证据的证明标准

应当适用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

性”。诚然，在家庭暴力的民事诉讼中采用“高

度盖然性”具备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可行

性，符合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和司法实践的实际

要求，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于提起离婚、

继承等普通家事诉讼，也有别于行为保全制度

“需依附于本案诉讼的暂时性、附随性”特征，

家暴受害人可以独立于诉讼单独提出保护令申请，

法院在审理时可不遵循对席审理、辩论原则，审

理期限较普通禁令更短，法院对保护令申请人提

交的证据要求不能太高，不能等同于离婚案件中

对家庭暴力证据的证明要求，无须达到实体判决

的通常证明标准。 

第三，人身安全保护令本质上属于非讼程序，

不应该径行套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来审查保护

令的要件事实，而应当适用“优势盖然性”的证

明标准。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通说认为，保护令

对事实真实性的要求不宜过高，在申请暂时保护

令或紧急保护令时，申请人负担的是“释明”责

任，而非“证明”责任。具言之，当事人提交的证

据能够使法院获得薄弱之心证，信其大概真实即

可。此外，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 2008年 5月公布

的《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立法的良好实践》

（Good practices in legislat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也指出：“如果要求申请人提交

陈述或宣誓书之外，还必须提交充足的证据才能

获得保护令，可能会导致听证程序的延宕和反复，

从而危及申请人的安全。”因此，基于保护令的

急迫性和过渡性，申请人一般只需要对“已发生

家庭暴力事件”或“存在继续受不法侵害之危险”

承担说明或疏明（台湾地区用“释明”）责任；考

虑到家暴事实证明难的现实困境，法官不能强求

申请人在短时间内提出足够的证据资料来证成存

在家庭暴力行为或有继续受不法侵害之危险，故

不宜要求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必须达到和争讼案件

一样的证明标准。因此，申请证据原则上只须达

到优势盖然性的疏明标准，法院即可核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 

（二）影响证明标准严格程度的其他因素 

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针对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的整体证明要求而言，其在不同类型或

内容的保护令案件中还存在些许差异。例如我国

台湾地区通过赋予不同类型的民事保护令不同的

证明标准，来实现有层次、立体式的家庭暴力防

护体系。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将民事保

护令分为三种类型：通常保护令、暂时保护令和

紧急保护令。在核发终局性的通常保护令时，因

通常保护令救济范围最广、存续时间较长、审理

程序更完备（一般要进行庭审或听证程序）、对当

事人权益的影响最深远，应以更高的证明标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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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疏明，促使法官签发保护令时更为审慎。对于

非终局性的暂时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则仅需申

请人对核发保护令的必要性进行充分的疏明（释

明），法院即可予以核发。 

考虑到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并未将人身安全

保护令进行类型化区分，实践中法官可以保护令

的内容为中心，综合考量审理期限、禁令有效期、

对被申请人的权益限制及影响程序等因素，围绕

优势盖然性标准进行小幅度的动态调整和上下浮

动，预留法官对证明标准的裁量空间。根据保护

令内容的不同，可将保护令分为禁止型保护令和

作为型保护令，前者的证明标准通常会低于后者。

其因在于，禁止性保护令所规制的往往为道德、

伦理以及法律层面明确予以否定性评价的事项，

比如任何人不得对家庭成员施加身体、心理、性

的伤害或痛苦的殴打，而禁止施暴令正是通过限

制加害人行为并为受害人提供保护救济而增强受

害人的安全并促进其独立。因此，当保护令的内

容系禁止施暴令（禁止被申请人进行殴打、虐待）

时，对于施暴人权益影响和行为限制较小，应采

用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当保护令的内

容系迁出令等作为型保护令时，“迁出令”对于

施暴人权益影响和行为限制较大，因而可采用略

高于优势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具言之，申请人要

求被申请人迁出住居所，除了要证明存在家暴的

事实之外，还需证明与被申请人长期居住在同一

房屋，且继续共同居住仍会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

不过，迁出令的审查并不包含对涉案房屋所有权、

居住权以及其它权利负担进行权属判断，故而不

具有争讼性，虽然证明要求略高于优势盖然性，

但应低于高度盖然性的通常证明标准。与此同时，

迁出令的审查虽不采用诉讼程序中辩论主义那样

严格的形式，但需要赋予被申请人实质的反驳、

抗辩、举证和质证机会，并保障其向作出裁定的

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 

此外，如果家庭暴力等损害行为屡次发生，该

事实本身就成为“妨害可能再次发生”这一事实

推定的表面证据，假设已经获得保护令的受害人

在存续期间届满前申请延长保护令期限，申请人

只须履行主张责任，提出“初步证据”，说明家

暴 行 为 存 在 重 复 或 再 次 发 生 之 危 险

（Wiederholungsgefahr），就可以被认为完成了

疏明责任，法官即应作出延长保护令的裁定。该

情形下，当事人陈述甚至可以直接成为认定“面

临家暴现实危险”的基础性证据。 

结语 

自从人身安全保护令登上民事司法的舞台，

我国的家暴防治就掀开了新的一页，社会各界普

遍期待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够预防大量潜在的家庭

暴力，保障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人身安

全与人格尊严，为家暴受害人擎起一片自由安全

的蓝天。但事实证明，在证据规则立法供给不足

的情况下，家暴事实证明难、受害人缺乏举证能

力、保护令证明标准过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保

护令在实践中的适用率和支持率，其制度效能尚

未得到充分激活。保护令案件带有很强的公益属

性，与非讼程序的特征、原理具有高度一致性，应

以非诉法理为基础，构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

证据规则。针对家庭暴力的隐蔽性特点，可通过

降低申请证据资格的门槛，加大职权调查取证力

度等方法让家暴受害人从举证难的束缚中挣脱；

而在证明标准方面，由于程序快捷的要求，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证明要求应低于普通民事诉讼的证

明要求，原则上达到优势盖然性的疏明标准，法

院即可核发保护令。 

责任编辑：胡云红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22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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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原文发表于《财经法学》2021年第 2 期，第 19-30 页。本

文由郑岩校验，为方便电子阅读，已略去注释与参考文献。 

【摘要】《民法典》第 1188 条几乎完全沿袭

了 《侵权责任法》第 32 条，也因此沿袭了后者

的缺陷，因此应当在《民法典》施行背景下通过妥

当的解释论发展第 1188条。被监护人应依行为时

识别能力之有无，来确定是否应当自己承担责任。

监护人应对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过错推

定责任。以上两种责任若同时发生，则产生连带

责任。以上两种责任若均不发生，则可通过公平

分担损失规则解决损害分散问题。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 

三、监护人的侵权责任 

四、《民法典》第 1188条第 2款的解释——

被监护人公平分担损失 

五、结论 

一、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第 1188条规定如下：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

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

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

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以上规则源自《侵权责任法》第 32条，几乎

是完全沿袭。《侵权责任法》第 32条又是整体沿

袭《民法通则》第 133 条。这种立法上的一以贯

之，意味着解释上的一脉相承。对我国监护人责

任制度，传统解释论采“平行关系说”：被监护

人造成他人损害，若其没有财产的，则适用第 1款

规定，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若被监护人有财

产，则适用第 2 款规定，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

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该说有努力实现被

害人、监护人、被监护人三者利益衡平的目的。 

这种沿袭固然可以保障立法与司法的稳定性，

但也会将以往立法的缺陷承受下来： 

第一，第 1 款被监护人的责任设置不当。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时，

并非一概可以免责，而是应当根据其本人具体的

识别能力而定。识别能力系辨别是非利害的能力，

即认识到其行为为法律所不容许的能力。在加害

人有辨别行为对错能力的前提下，明知行为错误

而为之，当然应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我国《民

法典》第 17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完全

行为能力人。依常识可知，18岁之前的未成年人

——尤其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可能有识别

能力。知错而为者不负责任，有违自己责任原则。 

第二，第 1 款监护人的责任就其文字表述而

言更接近无过错责任，我国通说也做如此解释。

但该无过错责任与其减轻责任事由之间存在矛盾。

比照其他无过错责任，如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

险责任等即可知，无过错责任中加害人没有过错

不应对归责与赔偿有影响。在监护人责任中，却

发生了监护人无过错会减轻责任的现象，此系体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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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违反。立法机关释义书就此认为：“监护人的

责任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

定责任”，“如果能够证明其尽到了监护责任的，

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但这样一来，会导致监

护人责任在归责类型上无法归属，从而使其缺乏

理论支撑。 

第三，第 2 款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外承担侵权责任的唯一原因，

是其“有财产”。这违反任何一种侵权法上的归

责理由。侵权法上根本的归责理由有过错(过错责

任)、危险(危险责任)、控制力(替代责任)、公平

(所谓“公平责任”)等，但不包括“有财产”。

因“有财产”而需承担“财富产生债务之恶果”，

“其是否承担责任以及责任大小取决于其有无财

产以及财产多少”，此种责任分配方式缺乏正当

性和说服力。在一般侵权中，无过错的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尚且不必承担责任，而无识别能力的

未成年人却仅因其有财产就要在其个人财产中优

先赔偿，两相比较，显失比例。而且，此种责任可

能 “使得未成年人长期负担债务，致影响生计，

未来生涯规划 (包括结婚、就业)，而妨碍其人格

发展”。《宪法》第 49条规定 “儿童受国家保

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条规定 “国家根

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

然而此处，应受特殊保护的未成年人却承担了比

成年人更苛刻的责任， 这种反常对待难以正当化，

并有违 《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之精神。 

第四，第 2款中，有财产的被监护人赔偿后，

“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这意味着监护人

须承担补充责任。此时会发生两个问题：其一，被

监护人有充足的财产实际上成了监护人无过错责

任的免责事由，但这种免责事由构成显然缺乏法

理支撑。其二，该款文义实际上要求受害人先对

被监护人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完毕未获完全清偿

才能明确存在“不足”，然后才能向监护人要求

承担补充责任。这样会导致救济上的迟延。对受

害人而言，多了一个有能力的赔偿主体(被监护人

有个人财产)应当是一个获得救济上的有利因素，

但在本条第 2 款的设计下，被监护人有个人财产

反而成了一个可能导致救济迟延的不利因素。 

以上问题，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已多有学者

讨论，并在《侵权责任法》第 32 条的解释论上形

成了不同于传统解释方法的“一般与例外关系

说”、“内部与外部关系说”、“一般与补充关

系说”等学说，更有批评者直接主张以“立法论”

路径解决问题。本来在《民法典》编纂中最适宜以

立法手段去解决问题，但从《民法典》第 1188条

对《侵权责任法》第 32条的沿袭来看，这一愿望

实际上落空了。在《民法典》新的规则体系中，如

何发展我国监护人责任的妥当解释论，是当下需

要认真讨论的课题。 

本文依以下次序展开。首先讨论第 1188条第

1 款上的被监护人责任，其次讨论第 1 款上的监

护人责任，再次展开第 2 款的妥当解释，最后在

结论中对第 1188条各种适用情形进行总结。 

此处还须有一个必要的限定。我国实行的是

广义的监护人制度，包括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和

成年精神障碍者的监护制度。本文为讨论方便，

将以未成年人监护人责任为主体来展开，但所获

得的结论原则上对成年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人责任

亦可适用。 

二、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 

(一)依识别能力(责任能力)确定被监护人的

责任 

侵权法最根本的归责理由是过错。有识别其

行为是非对错之能力者，在能尽而未尽必要注意

的情况下，须对因此产生的损害负责。抽象地看，

在对与错两条可选择的路之间，知道何者为对且

有能力选择为对者却选择为错，自然要对自己的

自决行为承担责任，这符合道德哲学。以上说明，

识别能力是过错的基础，这种识别能力也即责任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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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法上的观察。《德国民法

典》第 828条规定：“(1)未满七岁之人，就其所

加于他人之损害，不负责任。(2)满七岁但未满十

岁之人，就其于动力车辆、轨道电车或空中缆车

之事故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不负责任。但故意造

成侵害者，不适用之。(3)未满十八岁且其责任未

经依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排除之人，在为加害行

为时，未具识别其责任所必要之能力者，就其所

加于他人之损害，不负责任。”该条第 1 款将 7

岁以下未成年人一律确定为无责任能力，等于免

除了 7 岁以下未成年人在个案中证明自己无识别

能力的举证责任。这意味着，未满 7 周岁之人自

始即不在侵权行为人之列，因此自始不受归责能

力上的审查，就此而论，选择一个较低的年龄界

限，具有信服力。第 2 款系德国《第二次损害赔

偿法修正法》所新设之规定，意在将机动车辆、轨

道电车或空中缆车致人损害中，将不受责任能力

审查的年龄界限放宽到 10周岁，当然故意致损的

除外。据发育心理学提供的可靠认识，儿童通常

只有在满 10周岁之后，始能够认识到机动化道路

交通之特别危险，并且做出相应的行为，特别是

正确地估计距离和速度。而在第 1、2款情形之外，

未满 18周岁的行为人须依第 3 款之规定，于个案

中具体地判断责任能力之有无，在此原则上推定

加害人有责任能力，加害人须对判断能力缺失的

情况负举证责任。 

《日本民法典》第 712 条规定：“未成年人

对他人施加损害的情形，不具备足以辨识自己行

为责任的智力时，对其行为不负赔偿责任。”该

条与《德国民法典》第 828 条的显然不同在于，

其对所有未成年人一律在个案中判断是否“具备

辨识自己行为责任的智力”。“责任能力不是一

律单以年龄决定的，必须考虑行为的种类、该少

年的成熟程度等多方面的情况。”与日本民法相

类似，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87 条第 1 款规

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不法侵

害他人之权利者，以行为时有识别能力为限，与

其法定代理人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行为时无识

别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不设绝对无识别能力制度，对不具备完全行为能

力人一律采取个案认定。 

相较而言，德国立法模式更显合理。一个较低

的年龄界限之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识别能力，这

符合经验常识。王泽鉴教授还特别指出，不设绝

对无识别能力，而就个案具体决之的做法，固具

弹性，但有法律适用安定性上的隐忧。因此，在一

个较低年龄下设置绝对无识别能力的模式，有利

于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效率及法律适用的安定性，

堪称是更好的制度安排。 

我国《民法典》第 1188条实际上是一概免除

了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责任，

在法律效果上等于将年满 18 周岁这一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标准，作为具备责任能力的标准对待。

较之德国民法 7 周岁以上即可能承担侵权责任，

显然标准过高。从法理上讲，将行为能力等同于

责任能力，无法自洽。行为能力是意思表示能力，

要求对交易的性质、过程、结果有能力进行一定

的判断和预见，因此标准较高。而责任能力是判

断行为是非对错的识别能力。儿童纵然对复杂的

市场交易缺乏判断能力，但达到一定年龄后就应

当已经知道打人是不对的、毁人物品是不对的，

此时就具备了行为是非对错的识别能力，也就应

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以年满 18周岁作为我国

实质上的具备责任能力的标准，既脱离实际，也

有违法理。 

(二)我国被监护人侵权责任的重构 

1.广义的行为能力 

我国立法上并无识别能力或责任能力概念，

从《民法通则》到《侵权责任法》、再到《民法典》

均没有，这是重构的困难之处。立法机关释义书

曾指出：“在侵权责任法起草过程中，有的意见

建议根据行为人的年龄，增加行为人责任能力的

规定。本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因为如果规定责

任能力，就涉及没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造成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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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的，监护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如果监护人

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的损失得不到弥补，会有

悖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的做法。”该观点似乎认

为如果考虑了被监护人的责任问题，就意味着监

护人的免责。以上存在误解。被监护人责任与监

护人责任是两项责任，前者基于被监护人自己的

侵权行为产生，后者基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产

生，两者相互独立。即使被监护人因没有责任能

力不负侵权责任，监护人也完全可能因未尽监护

职责而产生监护责任。我国不规定责任能力，只

是硬性地把被监护人的责任免除了而已，这种方

式对监护人责任是否产生没有影响，也不会因此

提高对受害人的保护水平。 

在我国制定法上没有责任能力或识别能力概

念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可以借用“广义行为能力”

概念。王泽鉴教授指出：“侵权行为能力属于广

义行为能力，与法律行为能力(狭义的行为能力)

原则上均以识别能力(意思能力)为判断标准。”

当然，侵权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与法律行为能力

有重大区别，前文亦有所述，但两者都源于行为

人的心智能力，具有同源性。在中国法缺乏责任

能力概念之时，这种同源性就使得我们可以将行

为能力与责任能力适当勾连起来，弥补我国制定

法上的制度欠缺。 

具体可效仿《德国民法典》第 828 条区分对

待的方式。《德国民法典》第 104 条规定 7 周岁

以下的自然人无行为能力，该年龄限制与第 828

条第 1款上绝对无识别能力的年龄限制相同。 

我国《民法典》第 20条规定不满 8周岁的未

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解释论上，我们

可以参照《德国民法典》的方式，将我国 8 周岁

以下的无行为能力人视为无责任能力，一律免除

侵权责任。8周岁以上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参照《德

国民法典》第 828 条第 3 款，在个案中判断行为

人识别能力之有无。 

具体判断标准可以借鉴比较法上的通说，福

克斯指出，责任能力“只要求对一般危险或一般

损失的认识能力，以及能够一般地理解到自己的

行为可能以某种方式产生责任”。王泽鉴教授认

为，识别能力“系认识其行为的不法或危险，并

认知应就其行为负责的能力”。因此，只要行为

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某种危险，并认知

自己须承受相关不利后果，即为已足。同时，责任

能力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基于前述认识而采取相

应行为的能力，而是只要求达到有认识的程度即

可。 

2.与过错责任相结合 

未成年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这是

一般过错责任的问题。该责任的产生基础或者说

受害人的请求权基础不在《民法典》第 1188 条，

而在《民法典》第 1165 条第 1 款(源于《侵权责

任法》第 6条第 1款)，即过错责任一般条款。 

因此，在解释《民法典》第 1188条第 1款第

1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时，应

当认为，在本章“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的标题

之下，该句意图解决的仅仅是监护人责任问题，

并不直接涉及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因为被监护

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侵权法的一般

情形或一般规定；监护人对他人行为负责才属于

一个“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故被监护人侵权

责任在第 1188条第 1款第 1句中未被提及，但不

等于不存在。故应当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这一分句，

与《民法典》第 1165条第 1款过错责任一般条款

相结合而为判断。也即，行为能力不足者致人损

害的，首先应当判断其是否有责任能力；8周岁以

下无责任能力，8周岁以上须在个案中具体判断。

有识别能力的，则依《民法典》第 1165条第 1款

检验其是否满足一般侵权行为诸要件，即加害行

为、损害、因果关系、过错等，一旦满足则行为能

力不足者须自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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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例原则在公平竞争审查例外制度运行中的

具体展开 

（一）责任性质：无过错责任抑或过错推定责

任 

受立法表述影响，我国学说上一般认为监护

人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但持过错推定说者也不乏

其人，杨立新教授认为：“确定监护人责任，适用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归责，即从加害行为人致人损

害的事实中，推定其监护人有疏于监护的过失。

监护人认为自己无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

监护人可以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不能证明自己

无过错的，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替代责任。” 

从比较法上看，过错推定的立法例居绝大多

数。如《德国民法典》第 832条第 1款规定：“对

于因未成年，或因其精神上或状态，而须监督之

人，依法负有监督义务者，就该人不法加于第三

人之损害，负赔偿义务。监督义务人已尽监督之

能事，或纵加以相当之监督仍将发生损害者，不

生赔偿义务。”福克斯指出：“出现了需要监管

的人违法地作出侵权行为的情况时，则应推定监

管义务人违反了监管义务，并推定违反义务与损

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见，《德国民法典》第

823条第 1款上不仅推定过错，还推定因果关系。

《日本民法典》第 714 条第 1 款规定：“依前两

条的规定：无责任能力人不负责任的情形，对该

无责任能力人负法定监督义务的人，赔偿该无责

任能力人对第三人损害。但是，监督义务人未怠

于履行其义务，或者即使怠于履行其义务损害仍

会发生时，不在此限。”而“没有懈怠监督义务

的证明责任在监督者。存在这种无能力人的违法

的加害行为，视为监督者的监督不充分，这是为

求得监督者对此进行反驳。”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第 187 条第 2 款规定，前项情形，法定代理

人如其监督并未疏懈，或纵加以相当之监督，而

仍不免发生损害者，不负赔偿责任。王泽鉴教授

指出此为推定过失责任，并分析其原因认为

“‘民法’对法定代理人之所以采推定过失责任，

系以监督法定代理人与行为人间的内部事项，属

于法定代理人支配的领域，应由其就监督并未疏

懈负举证责任，较为合理，以保护被害人。”此外，

比利时、希腊、卢森堡、意大利、俄罗斯等国都规

定了监护人的过错推定责任。 

无过错责任的立法例极罕见。《法国民法典》

虽在规则上采过错推定责任，但在 1997 年 Ber-

trand c/Domingues一案中，法院指出“唯有不可

抗力或被害人与有过错，始得免除让克劳德·伯

特兰(Jean-Claude Bertrand)与其同居之未成年

儿子所造成损害之当然责任”，于是，法国监护

人责任从法典上的过错推定责任，发展成为以不

可抗力及受害人过错为免责事由的无过错责任。 

本文认为，将监护人责任界定为过错推定责

任更妥当，理由如下： 

1.监护人责任的制度设计，应当有利于督促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克尽教育、管理的职责。若承

担无过错责任，等于说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之教

育管理职责在责任归属上是没有意义的，这显然

不利于督促监护人提高注意和勤勉程度。 

2.在无过错责任条件下，责任人已经无法通

过主观上提高注意的途径来减少危险，若仍欲降

低责任发生概率，就唯有从客观上减少未成年人

的活动上着手。这必然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养育子女并非高危作业，子女也并非社会

发展不得不容忍的一种危险源。“如果父母没有

过错而规定他们应负的责任，这就会把子女和高

度危险的来源可笑地混同起来。” 

比较而言，监护人责任与另一种替代责任即

雇主责任有很大区别。雇主责任应采无过错责任

的原因，在于雇主利用雇员扩大活动范围，享受

因之获得的利益，亦应承受因此产生的损害；同

时，雇主通常为企业，能够以较小成本预防损害

发生，并能通过价格机制及保险来分散损害。而

监护人并非借助未成年人扩大其活动范围，也未

从中获取利益，同时监护人也不是企业，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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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上分散损害的手段。替代责任仅意味着一个

主体代替另一个主体承担责任，行为主体与责任

主体分离，并不意味着其归责原则一定是无过错

责任。若将监护人责任与另一种无过错责任即危

险责任相比较，差异更显著。正如王泽鉴教授指

出的：“无过失责任的依据系持有危险物品或从

事危险活动而获有利益者，应承担其危险所致损

害的责任。未成年子女是否为一种危险，容有争

议，父母不因养育子女而获有利益，使其负无过

失责任，是否符合分配正义的内涵，仍有研究余

地。” 

综上，将监护人责任设定为一种过错推定责

任，既侧重保护了受害人，也没有沦为一种无原

则的保护，而是保留了监护人举证证明自己确实

尽到了监护职责而免责的机会，从而有利于督促

监护人克尽职守，也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以

上设计利益机制似更均衡。 

如何在解释上产生过错推定责任？可以将第

1188条第 1款第 1句后段与同款第 2 句前段相结

合，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

护职责的”，虽然第 1 句后段没有提及监护人承

担侵权责任要有过错，但既然第 2 句前段提及监

护人尽到监护职责(无过错)，可以推知过错有归

责上的意义。而且，监护人当然须对自己尽到监

护职责负举证责任，既然当事人须证明自己无过

错，这就符合了过错推定责任的构成方式。 

(二)“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

侵权责任”的合理解释 

在监护人无责任的同时，如果被监护人也因

无责任能力而免责，会导致受害人自担损害，可

能出现过于不公平的后果。比较法上，德国、奥地

利、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瑞士、比利时等立法

例，均就此设有衡平责任，但以上衡平责任系发

生在行为人(被监护人)与受害人之间，并不及于

监护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87 条第 3 款

将法定代理人也纳入衡平责任之中，理由为“无

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之经济状况，在目

前社会殊少有能力足以赔偿被害人之损害。苟仅

斟酌行为人之经济状况，而不及其法定代理人，

则本条项立法之目的，实难达到。为期更周延保

障被害人之权利，第 3 项爰予修正，增列‘法定

代理人’，其经济状况亦为法院得斟酌并令负担

损害赔偿之对象”。以上法律发展，符合社会现

实情况，值得肯定。因此，“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一句，可以解释为监护人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不

承担责任之时，法官可以根据个案情况，运用公

平分担损失规则令监护人适当地补偿受害人损失。 

应当指出，《民法典》上的公平分担损失规则

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第 1186条规定：“受害人

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

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与《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相比，该条增加了“依照法律的规定”，这一

调整非常关键。在调整之前，《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是完全法条，可以独立地作为法官的裁判依据，

但也受到很多批评。在增加“依照法律的规定”

之后，第 1186条变成了不完全法条中的引用性法

条，必须援引法律另有明文之规定，才能据以裁

判并发生“双方分担损失”的法律后果。在经过

前述解释论作业后，《民法典》第 1188条第 1款

第 2 句“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

权责任”，就成为了一个第 1186 条所指的“法律

的规定”，可以在监护人无过错不承担责任时发

生公平分担损失。 

如此制度设计，已经与传统解释有了很大差

别。传统解释中，监护人是无过错责任，在其举证

证明自己已尽到监护职责的情况下也不能免责，

仅能减轻责任，被称为“严格责任的衡平化”。

但是，前文已述，无过错责任中加害人实际上的

无过错，并不应当影响归责和赔偿，故这里本身

就存在问题。而在本文所述的解释构造下，监护

人是过错推定责任，其举证证明自己尽到监护职

责(无过错)时，监护人原则上无责任，仅在结果

严重不公平之时，才发生公平分担损失。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公平分担损失规则并非当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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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需要法官在个案中根据双方经济地位等情事，

具体判断是否出现了严重的结果不公平，故监护

人仍有完全免责的机会。而且，将“可以减轻其

侵权责任”一句解释为无过错的监护人需要进行

适当公平补偿，也有机会根据实际情况获得更大

比例的实质性责任减轻。 

在解释论上还有两点要指出。其一，综合前

述，我们对第 1188条第 1款第 2句前段“监护人

尽到监护职责的”进行了两次利用。第一次是确

定监护人的过错推定责任时，该句被解释为过错

推定的标识；第二次是此处确定监护人公平分担

损失时，用以满足公平分担损失规则中“受害人

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之要件。其

二，第 1188条第 1款第 2句后段中“侵权责任”

的用语，实际上与公平分担损失的性质不符。因

为公平分担损失规则所产生的不是责任，而是

“补偿”。但正如王泽鉴教授对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 187 条第 3 款衡平责任中“损害赔偿”

这一用语所解释的：“第 187 条第 3 项，虽仍用

损害赔偿字样，惟其性质，已迥异其趣。”《民法

典》第 1188 条第 1 款第 2 句后段中的“侵权责

任”，也可做同样理解。 

四、《民法典》第 1188 条第 2 款的解释——被

监护人公平分担损失 

(一)被监护人公平分担损失 

之前解释围绕着《民法典》第 1188条第 1款

展开，使得被监护人、监护人各自产生责任。既然

被监护人、监护人的责任问题都已解决，此时该

条第 2款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实际上，第 1款尚且遗留一个问题没有回答。

即，若被监护人因没有责任能力而无责任，监护

人也因无过错而无责任，且监护人没有财产，导

致第 1 款中针对监护人的公平分担损失无法发挥

作用，此时若受害人得不到补偿而产生严重不公

平，该当如何？ 

如前所述，德国、奥地利、希腊、意大利、葡

萄牙、瑞士、比利时等立法例中，均设有行为人即

被监护人的衡平责任，这是更常见的比较法通例。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87 条第 3 款原来也仅

规定了被监护人对受害人的衡平责任，后在 1999

年债法修订时，为加强对受害人保护，增列了“行

为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衡平责任。故，被监护人

对受害人的衡平责任，实为此处公平分担损失的

基础规则，不应缺少。 

因此，我们可以将《民法典》第 1188条第 2

款第 1 句“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

付赔偿费用”，解释为被监护人的公平分担损失

规定。此时，第 1188条第 2款第 1句亦构成一个

第 1186条所指的“法律的规定”。以上理解有以

下四点益处： 

1.使监护人责任制度趋于完整。经以上解释，

被监护人的过错责任(《民法典》第 1188 条第 1

款第 1 句前段“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监护人的过错推定责任

(《民法典》第 1188 条第 1 款第 1 句后段、第 1

款第 2 句前段“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

尽到监护职责的”)、监护人的公平分担损失(《民

法典》第 1188条第 1款第 2句“监护人尽到监护

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被监护人的公

平分担损失(《民法典》第 1188 条第 2 款第 1 句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

用”)都已具备。 

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亦无责任能力，即使有

财产也本不应承担责任，为何在第 2 款中会支付

赔偿费用？在公平分担损失规则之下，这一点能

得到很好的解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仅意味着其

因无责任能力而没有过错，但此时仍然可能满足

第 1186 条中“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

没有过错的”这一公平分担损失的前提，故在第

1188条第 2款第 1句构成一个法律另有明文规定

的情况下，法官可以基于个案情形，尤其是双方

当事人的经济状况而判决公平分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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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2 款中为何会基于财产产生责任？这一

点在公平分担损失下也解释得很妥当。公平分担

损失所考虑的重要情事就是双方的经济状态，第

2 款中行为能力不足者是否“有财产”这一立法

上表述，正是在考虑加害人的经济状况。 

4.公平分担损失不是民事责任，并非一种法

律上的否定性评价，而是一种损失分担方法，具

有损害分散和社会保障的意义。第 2 款第 1 句从

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这里是“支付费

用”而非“承担赔偿责任”，恰与公平分担损失

的非责任之性质相契合。 

(二)《民法典》第 1188条第 2款第 2句“不

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的解释 

若《民法典》第 1188条第 2 款第 1句是被监

护人公平分担损失的表述，则后面的第 2 句“不

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有何意义？ 

事实上，被监护人公平分担损失获得适用意

味着被监护人的过错责任、监护人的过错推定责

任都已经无法获得适用了。此时再要分散损害，

只能从被监护人公平分担损失、监护人公平分担

损失上去考虑。此时的问题是，两种公平分担损

失之间，有无一定次序。 

本文认为，即使在公平分担损失方面，行为人

(被监护人)也应居于更基础的地位。行为人的行

为导致了损害发生，作为损害发生的原因，其更

有理由进行优先补偿。而且如前所述，多数立法

例仅规定了行为人的衡平责任；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 187 条第 3 款原本也只规定了行为人

的衡平责任，法定代理人的衡平责任系后来增列。

可见比较法上也是把衡平责任的重点放在行为人

身上。因此，在解释上，应认为被监护人、监护人

公平分担损失之补偿同时产生时，被监护人应当

优先进行补偿，第 1188条第 2 款第 2句“不足部

分，由监护人赔偿”，即意在表现这种先后次序。 

五、结 论 

这里对《民法典》第 1188条监护人责任适用

中的各种可能情形进行一个总结： 

1、被监护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此时，被监护

人无责任能力，不产生责任。 

接下来考虑监护人的责任情况。 

(1)监护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此时由监护

人单独承担责任。 

(2)监护人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此时监护人

也不承担侵权责任。 

接下来考虑公平分担损失的情形。法官可以

根据个案具体情事，判断此时损害不转移是否构

成一种严重的不公平。若构成，则法官可将损害

在被监护人、监护人、受害人之间进行适当分担。

被监护人、监护人方分担的损害，应当优先由被

监护人进行补偿。 

2、被监护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1)限制行为能力人在个案中无识别能力。此

时实际上与前述无行为能力人情形没有区别，不

赘。 

(2)限制行为能力人在个案中有识别能力。限

制行为能力人有责任能力并且满足一般过错责任

的构成要件的，须自己承担责任。但在此时，监护

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及是否产生监护责任，仍是

一个独立问题，需要单独判断。 

第一，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即无过错的，监

护人无责任。仅被监护人单独负责。 

第二，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即有过错的，监

护人产生监护责任。 

当同时发生被监护人责任与监护人责任之时，

产生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上两个责任均以赔

偿受害人全部损害为目的，若依一定标准发生按

份责任，会产生有两个责任人反不如只有一个责

任人对受害人有利的悖理情况。此时，应参考我

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87 条第 1 款之规定，成

立被监护人与监护人之间的连带责任。 

若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但无过错，且监护人

尽到监护职责而无过错，则依旧考虑用公平分担

损失规则解决问题，此时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情

形相同，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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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争鸣》 | 朱萌越：继父母子女间扶养关系认定制度反思 

2022-06-30  民商法学 LexM 朱萌越 

https://mp.weixin.qq.com/s/8dFBoDiTlxP50CCXEOcBLw 

朱萌越：《继父母子女间扶养关系认定制度反思》，《民

商法争鸣》2020 年第 2 辑（总第 16 辑），第 147-157 页。 

摘要：随着我国离婚率和再婚率的飙升，继父

母子女关系的形成和解除变得频繁且不稳定，而

我国法律对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还不足以满足

当今社会的需求。通过分析我国法律规定的缺陷

和比较域外各国对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规定，

可以发现我国对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过于简单

和宽泛。在认定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时，应当

采取一定的标准，将继父母子女共同生活的年限、

经济能力考虑在内；在确定继父母子女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时，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继父母子女

关系的地位应当次于亲生父母子女；在对待继父

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时，应当充分尊重双方的意愿，

并且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确定关系解除后双

方仍应当承担的责任。 

关键词：扶助义务；儿童利益；权利义务对等 

一、扶养的内容及性质 

（一）扶养的内容 

扶养的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扶养

包括抚养和赡养，既可以指长辈对晚辈的抚养教

育，也包括晚辈对长辈的扶助供养，同时也可以

发生在同辈之间。狭义的扶养则仅指平辈之间互

相帮助扶持的权利义务。扶养并不仅指扶养义务

人对扶养权利人提供物质上和经济上的帮助，还

包括义务人对权利人的精神和生活提供关照。父

母子女间扶养义务的产生源于他们的血亲关系，

在子女未成年期间，父母应当对子女进行抚养教

育，在经济上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和获得教育的

权利，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进行照顾和关怀，

保障子女的身体和身心能够健康成长。待子女成

年后，子女又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实际

上是一种权利义务对等的体现，子女在未成年期

间所获得的来自父母的关爱在子女成年以后应该

以同等的方式返还给父母，子女有义务扶助无劳

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包括支付赡养费、

给予精神上的慰藉和在生活中对父母进行关怀、

照料。 

（二）扶养的性质 

1.扶养是私法上的义务 

扶养是基于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而产生的私

法上的义务，其不同于国家扶助和社会扶助。国

家和社会扶助是指在公民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

动能力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有义务提供物质帮

助以保障公民的正常生活。国家和社会扶助是我

国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法上的权利，而扶养

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特殊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权利

义务关系，并且不仅包括物质帮助，还包括精神

和生活帮助。 

2.扶养义务是法定义务 

扶养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是一种

生活保持义务和生活扶助义务。《瑞士民法典》[1]

第 272、276、277 条对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义务

作出了规定，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为了维持家庭

共同生活，应当负有相互帮助、关心和尊重的义

务，日本法学家中川善之助更是将这种义务喻为

“即使是最后一片肉、一粒米也要分而食之的义

务”[2]因此，扶养义务是一种保证扶养权利人享

有与扶养义务人同一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无条

件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3.扶养义务的双向性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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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在经

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发生交换，原

权利人变为义务人，而原义务人变为权利人。但

是在认定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形成时，是否要

求双方经历完整的权利义务交换过程，理论界存

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当继父母对未

成年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且子女成年后对继

父母进行了赡养扶助，才能认定继父母子女之间

形成了扶养关系。否则，在继父母先前对继子女

进行了抚养教育，但在继子女尚未对其尽赡养义

务之前就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在确定法定继承人

的范围时，可能导致尚未对继父母进行赡养的继

子女却能够成为法定继承人，与继父母的亲生子

女共同继承财产，对继父母的亲生子女不利，且

可能违背继父母的意愿。同时由于这一继承权的

产生并不排斥子女与亲生父母之间的继承权，就

可能造成财产的过度集中。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

扶养包括了抚养与赡养，但是并不意味着继父母

子女扶养关系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继父母对继子

女进行抚养和继子女对继父母进行赡养两个要件，

而是只需要抚养或赡养其中一个条件即可，因此

即使是未对继父母履行赡养义务的继子女或者是

在子女成年后父（母）才与继母（父）结婚，该成

年子女对继父母履行了赡养义务的情况下，双方

也形成了抚养关系。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

在于扶养义务是具有双向性的，尤其是在继父母

子女这种较为尴尬的关系中，扶养关系的形成应

当进行较严格的限制。如果仅采取单向的认定模

式，可能就会在众多继父母子女之间产生拟制血

亲关系，这与我们重视血缘的思想观念是相悖的，

且容易对继父母子女间的生活产生压力。同时，

认定未对继父母履行赡养义务的继子女享有与亲

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法律与

情理的冲突。 

二、我国关于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立法现状与

弊端 

（一）《婚姻法》和《继承法》对扶养关系用

语不一 

我国现行《婚姻法》与《继承法》对于继父母

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的表述是有偏差的。《婚姻

法》第二十七条使用的是“抚养”，而抚养一词

在新华词典中的释义表述为“爱护并教养”，

“教养”这一词就表明了抚养是针对长辈对晚辈

之间的，非双向性的权利义务。在该条文中，“抚

养”仅仅是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的权利义务，只

要继父或继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他们之

间就形成了拟制的血亲关系，适用亲生父母子女

权利义务的规定。而我国《继承法》在界定继承人

范围中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时，均使用的是

“扶养关系”一词，这里的扶养显然是上述所说

的广义的扶养含义。《婚姻法》与《继承法》在扶

养关系的表述上采用不同的用语，导致在理论界

和司法实践中，对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认

定产生一定的困惑。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只要

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抚养教育，他们之间就形

成了法律拟制的血亲关系，适用亲生父母子女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而依据《婚姻法》第二十

四条，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因此

即使继子女未对继父母进行赡养，也可以继承继

父母的财产，且与继父母的亲生子女具有同等继

承顺序。《继承法》第十条规定的“有扶养关系的

继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二）继父母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认定标准

不明确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抚养型继父母子女关系的

形成条件仅仅表述为“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

育的继子女”，而并未再对抚养教育进行细化。

那么如何认定继父母子女之间形成了抚养教育关

系？是依据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还是依据继父母

对继子女所提供的经济帮助的程度呢？对此，《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草案）》第十条曾给出认定标准：

婚姻法第二十七条所称的“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

养教育的继子女”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继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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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和享有直接抚养权的生母(或生父)与未成

年继子女共同生活三年以上，承担了全部或部分

抚育费，付出了必要的劳务，并且履行了教育义

务；继父或继母因工作等非主观原因，无法与未

成年继子女共同生活，但承担了全部或部分抚育

费五年以上；未成年继子女的生父母一方死亡，

继父或继母与未成年继子女共同生活两年以上，

并承担了本条第一款的相关义务；上述各款情形

涉及的未成年子女为残疾或智障人的，继父(或继

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时间的认定标准可适当缩

短。但是在司法解释三正式颁布时，该条文因标

准设定的过于机械并且缺乏法理支持而被删除了，

从而将认定抚养型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自由裁量权

赋予基层法院，使其在不同的案件中根据实际需

要来进行认定。 

三、域外对继父母子女间扶养关系的立法考察 

（一）瑞士对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规定 

2016年《瑞士民法典》第 21 条第 1款规定：

配偶一方的血亲即为他方的姻亲[3]。由此可见，

瑞士将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姻亲性质，

较之于我国的拟制血亲关系，瑞士的继父母子女

在法律上的联系要疏于我国。在瑞士，继父母对

继子女的扶养义务则根据 2016 年《瑞士民法典》

第 299 条，夫妻任何一方，应对于另一方对其生

子女行使亲权，应当给予适当的支持；如有需要，

也可以代表另一方行使亲权。[4]可见，瑞士并没

有通过立法在继父母子女之间赋予其类似于亲生

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而是将继父母对继子女的

扶养义务看作是配偶之间的协助义务，若是亲生

父（母）与继（母）父之间的婚姻关系解除了，那

么继母（父）的协助义务也随之解除。并且，继父

母的扶养义务是不同于亲生父母的，继父母仅仅

是在亲生父母对其子女行使亲权时给予一定的帮

助，不能产生独立的扶养请求。与我国的立法相

比，其缩小了继父母的扶养职责。 

但是，瑞士也区分了共同居住的继父母子女

与未共同居住的继父母子女。对于共同居住的继

父母子女，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义务要严格于

未共同居住的继父母子女。与继子女共同生活的

继父母有义务保障继子女获得与自己及其亲生子

女同等的生活条件，而未与继子女共同居住的继

父（母）只需要在亲生母（父）对子女应当承担的

抚养义务的范围内对继子女承担抚养义务。并且，

继父母对未共同居住的继子女的抚养义务的协助

性更为明显，继父母只有在保障了自身及其亲生

子女的生活质量后，才对其配偶行使亲权负有协

助义务。换言之，如果继父母自身的经济条件只

能维持其自身及亲生子女的基本生活，那么，他

（她）对配偶子女的抚养义务就可以免除。 

（二）德国对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规定 

在德国，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性质与瑞士近似。

《德国民法典》第 1590条规定，夫妻一方的血亲，

与另一方为姻亲关系。即使建立姻亲关系的婚姻

已经解除，姻亲关系仍然存在。[5]继父母对继子

女的扶养义务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 1687b条，

对子女单独享有亲权的父母一方的配偶对继子女

的扶养义务实质上也只是一种协助义务。继父母

在征得有独立亲权的父母的同意后，可以与该父

母共同决定子女的日常生活事务。同时继父母还

享有紧急亲权，即在有迟延危险的情况下，继父

母无需征得配偶的同意，就有权在为子女利益的

限度内独立实施全部的法律行为，同时应当不迟

延地将自行作出的行为通知配偶一方，紧急亲权

制度实质上类似于无因管理制度。同时，该条规

定，家事法院可以为了子女的利益而对继父母的

小亲权进行限制或排除。可以看出，德国民法典

对于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扶养义务的规定主要是偏

重于子女利益的保护，无论是扶养义务的取得还

是限制、排除，都是以子女利益为前提。并且，继

父母对继子女小亲权的获取是以该父母对自己的

子女享有单独的亲权为前提，如果该父母与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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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对子女享有的是共同亲权，那么该条就不能适

用。 

在特定情形下，家事法院可以依职权或者继

父母的申请，命令继子女继续与继父母居住生活。

《德国民法典》第 1682条规定，如果继子女与继

父母已共同生活了较长时间，如果依照第 1678条、

第 1680 条、第 1681 条，父母另一方可以向该继

父母领回子女，但是该行为会因此造成子女利益

受损的，家事法院就可以依职权或依继父母的申

请，强制命令子女留在继父母身边。因为家事法

院的这种命令会直接干预亲生父母的亲权行使，

所以只有在亲生父母领回子女会给子女造成重大

的、难以恢复的身体和心理损害时才可以发布这

类命令。 

（三）澳大利亚对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规

定 

依据《澳大利亚家庭法》的规定，继父母对继

子女的扶养义务并不因继父（母）与亲生母（父）

的婚姻关系而产生，而是通过有管辖权的法院以

命令的方式裁定继父母承担抚养义务。法院通过

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来决定是否赋予继父母抚养继

子女的权利：继父母的收入、谋生能力、财产和经

济来源能否让继子女获得相应水平的经济供养；

子女的父母婚姻持续的时间和状况；继父母与继

子女之间既存的关系；继父母现有的抚养子女计

划；一些必须需要考虑的特殊情况。可见，澳大利

亚法院在决定赋予继父母抚养继子女的权利时是

采取的十分谨慎的态度，并且不同于其他国家统

一赋予继父母抚养权的做法，而是在具体的个案

中，根据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实际需求来发布命令。 

同其他国家相似的是，澳大利亚法院通过命

令对继父母发布的其对继子女的抚养义务是次于

生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的，且不能因为继父母

承担了一部分抚养义务就减轻生父母的抚养义务。 

（四）对域外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规定的评

析 

通过比较考察域外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之间是存在共性的。首先，它

们在对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定性时，明显不同

于我国规定，我国将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

子女通过法律规定拟制为血亲关系，是采取一个

跨越的方式直接赋予继父母子女以亲生父母子女

之间的权利义务。而其他国家通常是采取一种审

慎的态度，将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保守地定性

为姻亲关系，如瑞士、德国，或者并不对继父母子

女关系的性质作出直接规定，如澳大利亚。并且，

这种继父母子女关系是依附于婚姻关系的存在而

存在，大大降低了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存在对双方

经济和生活上的负担。其次，不同于我国将继父

母对继子女的扶养义务等同于亲生父母子女的做

法，前述国家都规定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扶养义务

次于亲生父母对子女的扶养义务，这主要是考虑

到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亲生

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时，更能够从保护

子女利益、尊重子女人格出发。因此，继父母仅仅

是协助亲生父母对子女进行扶养，其不能超越或

违背亲生父母的意志而主张自己对继子女的扶养

权利。实际上，在上述国家中，继父母与继子女在

通常情况下并不能直接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而是

基于继父（母）与母（父）之间的再婚关系引起的

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母（父）与子女之间

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相结合，所产生的继父（母）

与继子女之间的间接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是继父

（母）与母（父）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延伸。在婚姻

关系极不稳定的当今社会，这种并不直接从法律

上赋予继父母子女以血亲关系的审慎立法模式是

值得提倡的。因此，在我国目前立法对继父母子

女关系规定尚不明确具体的情形下，域外尤其是

澳大利亚的相关制度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四、对我国继父母子女间扶养关系的完善 

（一）明确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形成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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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尚未对继父母子女之间扶养关系的

认定制定统一的标准，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中产生

了不同的意见。理论上主要有三种观点：（1）若

继父母在继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方面负担了全

部或部分义务，就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2）继

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且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日

常生活和学习教育方面进行了照料，即使继父母

未在经济上对继子女提供帮助，也应当认定为形

成了抚养关系；（3）只要继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

活，就认为他们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6]上述三

种观点都各有侧重，但在保护未成年利益和尊重

当事人意愿方面还略显薄弱。司法实践中，一些

法院也依据当地司法实践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标准：

以继父母对继子女的生活、学习方面所给予的照

料、教育或者在经济上所给予的支持为标准。笔

者认为，在认定抚养关系的形成时，不可将共同

生活要素和经济扶持要素割裂开，尤其是不能将

经济上的供养作为独立的要素予以认定。抚养教

育关系的形成直接引起双方产生与亲生父母子女

相同的权利义务，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金钱交易关

系，因此应当综合考虑继父母对继子女在生活上

和经济上的帮助。同时，由于父母子女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是从出生一直持续到一方死亡，并且

有浓烈的亲情色彩，所以在认定继父母子女的抚

养关系时应当考虑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抚养教育

的时间长短，参照前述草案的规定，可以将共同

生活的时间限定在三年或五年，以确保继父母子

女之间形成了稳定的抚养教育关系，并且有一定

的感情基础。 

（二）继父母子女关系应区分于亲生父母子

女关系 

血缘关系导致亲生父母子女之间无论是在生

理上还是心理上都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

联系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因此，在亲生父母子

女之间通过法律或者道德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更

能够被当事人所接受。但是，继父母子女关系形

成的基础相对而言就显得比较薄弱和不稳定，容

易随着婚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再婚的双

方往往都有自己需要照顾的亲生子女，如果强行

将对方子女的抚养义务附加给继父母，可能加重

继父母心理和经济上的负担，难以将自己的亲生

子女和继子女同等对待。我国现在的立法模式就

是试图将继父母子女的关系等同于亲生父母子女，

但立法者所设想的社会效果显然是没有达到的。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问题

较之于亲生父母子女更容易对簿公堂，这正是因

为继父母子女缺乏足够的感情基础支撑义务的履

行。继父母子女的关系是有多种发展可能的，法

律不宜将其一概而论，而应当谨慎地、保守地对

待继父母子女关系，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对继父

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留存较大的发展空

间以便于继父母子女自由发展双方关系。同时，

法律更不宜将继父母子女关系等同于亲生父母子

女关系，亲生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

原因是道德先于法律，因此，亲生父母子女间的

权利义务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双方在行使权利

或者履行义务时，能够充分的尊重对方的意愿，

更符合对方的利益期待。但是继父母子女由于共

同生活的时间不够长，对对方的生活习惯和心理

不够了解，如果赋予其亲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

务反而会损害子女利益。笔者认为瑞士和德国规

定的“协助义务”是可取的，一方面，并不完全

剥夺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扶养义务，另一方面也保

障继父母能够在符合亲生父母意愿的基础上行使

义务，从而尊重儿童的意愿和保护儿童的利益。

当然，如果存在亲生父母虐待子女或者行使权利

义务不当的情形，法律应当赋予继父母直接行使

亲权的权利。 

（三）完善继父母子女扶养关系的解除制度 

我国目前还没有对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进

行规范，1993年最高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

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中规定：“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

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继母不同意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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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的，仍由生父母扶养。”，虽然该条文至今仍

有效，但该规定是否还能适应当今的法律关系呢？

对于解除后的权利义务关系又应当如何规制呢？

我国对这方面的规定依然过于简单和陈旧。笔者

认为，无论是继父母子女间扶养关系的形成和接

触都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允许双方通过

合意解除。同时，扶养关系就解除并不意味着原

先已履行的义务也归于消灭，对于受继父母扶养

较多的继子女应当在扶养关系解除之后，在其先

前受到的扶养范围内对继父母给予一定的帮助和

照顾，以保证权利义务对等。 

*朱萌越，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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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军：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性质与内容 

原创：2022-06-30   法律适用  林建军 

https://mp.weixin.qq.com/s/i6DWQIBSZnW99044-K0q_Q 

 

林建军，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法学博

士 

摘要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在急迫情形下依法对

家庭暴力行为人施加的一种命令，是采“风险救

济”之理念，事先预防性防治家庭暴力的一项重

要制度供给。人身安全保护令统合了民事实体法

与民事程序法之内容，兼顾保护申请人实体利益

与程序利益。在民事实体法上，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人格权行为禁令的一种适用方式，也是人格权

请求权的实现方式；在民事诉讼法上，人身安全

保护令是一种不具有讼争性的非讼事件，并以非

讼程序为程序法实现路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

现须获得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双向满足，

既要具备民事实体法意义上的适用要件，还应符

合民事程序法意义上的条件设定。人身安全保护

令具有较丰富的内容，可以为申请人提供不同类

型不同内容的较全面保护。我国《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了禁止施暴令、禁止接触令和迁出令等保护

令类型，三类保护令内容各异，功能有别，但共同

服务于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之法效目标。 

关键词 

人身安全保护令   家庭暴力   人格

权  人格权行为禁令  非讼程序    

家庭暴力危害深远，为有效防治家庭暴力，

2016年 3月 1日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首次纳

入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该制度采“事先风险救

济”而非“事后损害救济”的救济理念，通过建

立便捷高效的事先人格权救济机制，防范具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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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风险的家庭暴力发生，以保护受害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恢复受害人对人格权

的圆满控制状态，实现预防性救济之功能。为有

效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2022 年 3 月 5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针对实践中的问题加强工作指引，完善规范，强

化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但

全面考察现行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性质远未明晰，制度表达较为笼统，实

践中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特别是人身安全保护

令兼容统合了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的内容，

如何定性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多元并行法律规范中

的性质，如何适切理解其适用要件和内容，找到

统一明晰的法律依循，有待明辨。本文将人身安

全保护令置于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坐标之

中，以释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性质为基础，通过

对其性质的厘定，解析其适用要件与内容，以期

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提供必要理论支撑。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性质的双重厘定 

厘清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性质是全面适切理解

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基础。人身安全保护令统

合了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之内容，兼顾保护

申请人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一方面，人身安全

保护令作为对家庭暴力行为人施加的一种命令，

属于民事实体法中人格权行为禁令的特殊适用方

式，也是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实现方式；另一方

面，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非两造直接对抗、非实

体权益讼争之事件，属于民事程序法中的非讼事

件，并相应地适用非讼程序加以处理。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性质的实体法定位 

1.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格权行为禁令的适

用方式 

在民事实体法中审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性质，

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属人格权行为禁令的一种具体

适用方式。根据《民法典》第 997 条，人格权行

为禁令是急迫情形下法院在事先为预防性保护权

利主体的人格权，避免侵害行为发生，而对违法

行为人所施加的一种命令。易言之，人格权遭受

或者可能遭受违法行为侵害，如果不及时制止将

造成难以弥补之损害的，人格权主体得申请法院

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行为，法院为此核发的命令

就是人格权行为禁令。学界表达“人格权行为禁

令”的名称并无共识，大多采用“侵害人格权禁

令”或“人格权侵害禁令”或“人格权行为禁令”

或“人格权禁令”等语词，本文称之为“人格权

行为禁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格权行为禁令针对家庭

暴力行为的具体化特殊化适用，是为有效保护受

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由法院

依法责令行为人停止家庭暴力侵害行为的一种命

令制度。虽然从法律施行时间看，规定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反家庭暴力法》先于规定人格权行为

禁令的《民法典》。但从两者内在逻辑关系看，人

格权行为禁令与人身安全保护令属于一般与特殊

的关系，人格权行为禁令是一般化普遍化适用于

保护所有人格权主体免予所有人格权侵害的制度，

具有适用主体、适用客体上的一般性。而“原本

规定在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反而成为了人格权禁

令的一种特殊适用程序”。一方面，人身安全保

护令在适用主体、适用客体上均被人格权行为禁

令制度所涵盖，是保护作为人格权主体的家庭成

员免遭生命权等人格权侵害而由法院核发的命令，

属于人格权行为禁令的范畴。另一方面，人身安

全保护令又具有特殊性，其适用主体、适用客体

均在人格权行为禁令制度之下进一步加以限定，

是一种特殊适用方式。就适用主体而言，人身安

全保护令仅适用于保护家庭成员，并可依据《反

家庭暴力法》准用于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主

体；人格权行为禁令则广泛适用于保护自然人、

法人及非法人组织等所有人格权主体。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适用范围限于家庭暴力案件，保护的客

体限于家庭暴力侵害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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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格权；而人格权行为禁令普遍适用于人格权

遭受妨害或者有遭受妨害之虞的各类案件，保护

的客体全面涵盖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在内的

所有人格权。 

2. 作为人格权行为禁令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是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方式 

人格权行为禁令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实

现方式。人格权应受法律保护，一旦遭受侵害或

者可能遭受侵害的，人格权主体得行使人格权请

求权，以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依照《民法典》

第 995 条和第 1165 条、第 1166 条规定，适用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且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的请求权，就是人格权请求权”。相比侵权损害

赔偿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是专门保护人格权的

救济方法，旨在恢复人格权圆满状态。而侵权损

害赔偿请求权则指向所有民事权益的救济，任何

民事权益因侵权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均可主张侵

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害。 

人格权行为禁令是预防性保护人格权的一种

命令，属于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方式。人格权行

为禁令以人格权为权利基础，是人格权主体在人

格权遭受侵害或可能遭受侵害时，基于自我防护

人格权、恢复对人格权的圆满自我控制状态之需，

而向法院申请的禁令，目的是保护人格权，达致

制止人格权侵害行为之效果，仍属民事实体法上

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方式，也由此纳入《民法典》

人格权编。“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等各个角度

来看，都应当认为人格权禁令属于《民法典》规定

的一种新的、独特的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程序”。 

值得厘清，同样是人格权请求权的实现方式，

《民法典》第 997 条规定的人格权行为禁令与第

995 条规定的人格权请求权在程序法实现路径上

有所不同。人格权主体基于第 995 条实现人格权

请求权应通过“诉讼程序”之路径，因其中涉及

两造之间的实体权益争讼，人格权主体得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责令被告停止侵害、排

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程序

启动以追求公正为先。“通过诉讼的方式实现人

格权请求权，不仅存在成本高、时间长的缺点，还

很容易造成判决生效后侵害已经造成了损害或者

损害被扩大，致使权利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弊端。”而第 997条规定的人格权行为禁令制度，

并无实体权益争讼，是通过“非讼程序”预防和

制止人格权侵害行为，实现人格权请求权，“《民

法典》第 997 条规定的禁令制度，是强化对损害

的预防、制止侵权后果扩大的一个有效办法”，

其程序启动也以追求效率为先，使人格权请求权

的实现方式更为高效便捷和周全。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人格权行为禁令的一种

适用方式，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实现人格权请求

权的具体方式。家庭暴力受害人得以人格权的权

利主体身份，以人格权为权利基础，为恢复对家

庭暴力侵害的人格权的圆满自我控制状态，向法

院申请核发禁止施暴令、禁止接触令、迁出令等

保护令，以阻止家庭暴力侵害行为发生。人身安

全保护令中禁止施暴令、禁止接触令、迁出令等

不同类型的保护令根本上也是对《民法典》中停

止侵害、排除妨害等人格权请求权的肯认和具体

化运用。其中，禁止施暴令可归类为停止侵害请

求权；禁止接触令、迁出令可归类为排除妨害请

求权。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性质的程序法定位 

在民事程序法中审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性质，

人身安全保护令具有非讼性与公益性之特征，属

于非讼事件，也由此适用非讼审判程序进行处理。 

1．人身安全保护令事件属于非讼事件 

非讼事件是国家为保护个人私法上的权益，

由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介入，确认某一事实或者

权利状态，从而事先设定当事人未来生活准则、

预防不利后果发生的事件。非讼事件具有区别于

诉讼事件的基本特性：其一，非讼性。诉讼事件存

在对立的两造和实体权利义务争议；非讼事件通

常不涉及实体权益争议，不具有或者不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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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讼争性对抗性，虽然关系人之间也可能存在对

立性，但不处理对立两造之间实体权益讼争，其

程序适用目标不在于解决实体权益纠纷，而是确

认某一事实或者权利状态，事先预防不利后果的

发生。其二，公益性。非讼事件虽属私法领域的私

人纷争，但常常涉及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公权力依法介入私法领域施加干涉，不单纯

为了妥适保护私法关系中当事人的权益，也是出

于极大的公共利益维护方面的现实考虑。 

人身安全保护令事件符合非讼事件的非讼性、

公益性等基本特征，应归类为非讼事件。其一，人

身安全保护令具有非讼性，属于非两造直接对抗、

非实体权益讼争之事件。前文论及，人身安全保

护令是在家庭成员人格权面临遭受家庭暴力现实

威胁时，法院为预先保护权利主体的人格权、避

免损害发生而核发的命令。虽然人身安全保护令

也涉及保护民事实体法上的人格权，也存在被申

请人对申请人的家庭暴力侵害或侵害风险。但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目标与争点均不在于解决家庭暴

力所致人格权侵权纠纷，不在于认定被申请人对

申请人是否构成人格权侵权以及如何承担侵权责

任，不对实体权益争议进行处理。而是谋求及时

高效地认定是否存在家庭暴力现实危险，以及是

否有必要阻止家庭暴力发生或再次发生。其二，

人身安全保护令具有公益性。一方面，人身安全

保护令旨在阻止的家庭暴力行为具有违法性，不

仅对受害人构成身心伤害，还影响到家庭生活秩

序的圆满维持，危害公共秩序、公共道德等社会

公共利益，关涉到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一体化

妥适维护。因此，各国视婚姻家庭关系为重要社

会关系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主要是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定群体。

这些特定群体具有独特性，其权利易受侵害，自

我救济能力弱，应受到国家的特别重视和保障，

遭受家庭暴力时也更需要国家公权力介入保护，

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国家设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制

度防治家庭暴力，不仅出于保护申请人的人身安

全，也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考量。 

2．作为非讼事件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事件适用

非讼程序 

人格权一旦遭受侵害，人格权主体若寻求司

法救济，应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人身安全保护

令作为非讼事件，其程序法实现路径是非讼程序。

“非讼程序的设置，源于案件性质与程序相适应

的需求，故程序法理及适用规则亦有别于诉讼程

序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一，就程序启动而

言，诉讼程序一般经当事人起诉而启动，非讼程

序则可经申请人申请启动，也可由法院基于维护

社会公益之目的依职权启动。其二，就审理程序

而言，“诉讼程序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

权益纠纷，而非讼程序则更多地为了确认某种事

实是否存在”，主要处理不存在对立两造民事实

体权益争议的非讼事件，程序目标是确认某一事

实或者权利状态以防损害发生，故法院通常不采

取两造对立抗辩的对审格局，而采非对立的诉讼

格局，依职权探知事实和作出裁量。同时，非讼程

序是国家公权力在必要时对非讼事件进行事先干

预，而非事后裁断实体权利义务纠纷，故力求及

时高效，强调程序经济简易迅速，以提升程序适

用效率，实现程序经济之目的，避免给申请人造

成难以挽回之损害。“为了实现程序的简便、快

捷，非讼事件之程序保障就必须维持在合理的限

度内。过度的程序保障不仅会损及特别程序之简

易、迅速及经济等特点，而且会使它完全丧失自

身的优势，失去运用价值。”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非讼事件当然适用非讼

审判程序。其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启动主

体不限于受害人，还可由特定群体的密切接触单

位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代为申请启动。家庭暴力事

件危害家庭人伦秩序以及社会生活秩序的圆满维

持，为阻断家庭暴力而设置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具

有显明的公益性，特别是基于家庭暴力受害人主

要是特定群体的客观现实，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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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设置出于保护特定群体利益之考量，允许特定

群体的密切接触单位代为申请，以避免家庭自治

不当扩张侵害特定群体的权益。《反家庭暴力法》

第 23条第 2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因不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或者受到强制、威吓等而无法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除了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

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

以代为申请。其二，处理人身安全保护令事件的

非讼程序以简易为必要。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

人具有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急迫性，客观上需要

程序更为简易，申请简便、受理简捷，仅需维持最

低限度的程序保障水平即可，确保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快速查明事实及时核发保护令，以及时有

效避免家庭暴力侵害发生。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要件 

人身安全保护令统合了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

序法之内容，兼顾保护申请人实体与程序之利益。

其实现也须获得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的双面

向满足，既要具备民事实体法意义上的适用要件，

还应符合民事程序法意义上的条件设定。首先，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人格权行为禁令之具体适用

方式，在适用要件上应以人格权行为禁令为准。

依据《民法典》第 997 条，人格权行为禁令应符

合两方面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或可能实施具有

违法性的侵害行为，侵害行为的发生具有现实可

能性；二是制止人格权侵害行为具有迫切性，否

则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人身安全保护令

不过是对人格权行为禁令要件的具体化适用，将

其中的侵害行为具体化为家庭暴力行为而已，并

直接体现于《反家庭暴力法》第 23条之中。其次，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一种非讼事件，其程序法实

现路径是非讼程序，其申请也应符合非讼程序的

条件设定，只是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通

过设置‘特别程序’对于几类非讼案件的具体程

序进行了规定，但对非讼程序的基本法理并未在

立法层面予以明确，非讼程序的适用缺乏具体有

针对性的规则指引。”由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非讼程序启动条件，实际上是以《反家庭暴力法》

第 27条为唯一法源依据，即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有具体的请求，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

力现实危险的情形。由于《反家庭暴力法》第 27

条的程序设定较为明晰，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着

重探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体法适用要件。体系

化解析《民法典》第 997 条与《反家庭暴力法》

第 23 条的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应符合如下要

件：  

（一）存在家庭暴力发生或再发生的高度风

险 

根据《民法典》第 997条、《反家庭暴力法》

第 23条，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以申请人正在遭

受或者可能遭受家庭暴力侵害为要件，强调家庭

暴力侵害发生的高度风险性。其一体现为家庭暴

力曾经发生，且有再发生的高度风险。被申请人

曾经实施家庭暴力，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防

范家庭暴力“从少到多”再次发生，避免损害后

果扩大。其二体现为家庭暴力未曾发生，但有发

生的高度风险，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防范家

庭暴力“从无到有”发生。上述要件也是许多国

家的立法通例，在美国，“在申请保护令的听证

会中，申请人须证明两件事：发生了家庭暴力；家

暴有可能再次发生。”显然，人身安全保护令改

变了以往“偏重事后救济、以填补损害为基本手

段”的“损害救济”理念，采“风险救济”之救

济理念，立足于在事先对家庭暴力潜在损害风险

加以防范。通过建立便捷高效的事先人格权救济

机制实现预防性救济之功能，以恢复人格权的圆

满状态。从而使民法的人格权救济范围得以扩展，

不仅可以通过离婚损害赔偿等制度使已产生损害

后果的家庭暴力行为具有可救济性，也使未产生

损害后果但存在大概率发生可能的家庭暴力风险

同样具有了可救济性。“改变了原有的单纯事后

处罚的补救手段，强化了家庭暴力的司法干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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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法院司法消极、被动的传

统形象。”  

之所以将家庭暴力侵害风险纳入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适用范围，不以事后损害发生为要件而于

事先在受害人面临风险时提供救济，在救济理念

上由事后转变为事先救济，在救济范围上由救济

“损害”扩大为救济“风险”，一方面原因在于

家庭暴力侵害的客体是人格权，人格权一旦遭受

侵害将难以弥补、不可替代，对人格权进行预防

性事先保护与救济尤为必要。另一方面原因在于

家庭暴力具有鲜明的风险性、不可测、不确定、不

可控等特性，同时还具有突出的隐蔽性、循环性

等特点，再发风险高。为此，对已然发生的家庭暴

力固然应当防治，对高度发生可能的潜在家庭暴

力同样应“防范于未然”，以家庭暴力损害结果

发生为要件进行事后救济的制度安排明显“先天

不足”，对明知有很大可能发生的潜在家庭暴力

危险置之不顾，也有违正义。从此意义上说，人身

安全保护令是一种应急性预防性救济手段，其程

序的启动也由此应更为简易、便捷，力求在较短

时间内及时高效完成审查。 

尚须明确的是，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家

庭暴力行为方式指向为何？是否所有家庭暴力均

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明辨。虽然从《反

家庭暴力法》第 23 条、第 29 条的语义解释看，

并未明确限定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家庭暴

力行为方式；从《反家庭暴力法》第 2条、第 3条

规定的体系解释看，家庭暴力也本应全面涵盖身

体暴力、性暴力和精神暴力等不同行为方式。但

从《反家庭暴力法》第 23 条规定之目的解释看，

这里的家庭暴力应指具有现实危险性的家庭暴力，

宜解释为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因为身体暴力和性

暴力会造成更显见、更直接的破坏性伤害，甚至

会直接危及生命健康，更具现实危险性，也由此

具有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必要性、急迫性。至

于精神暴力，虽然同属于《反家庭暴力法》涵盖的

暴力行为方式，甚至其危害更为深远，因为精神

暴力侵害了人的自主自尊，而自主自尊是人主体

性的起源。只是因为精神暴力通常不会造成直接

危及生命健康的危害，不宜作为可提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暴力行为方式。但是，如果威胁实施家

庭暴力，虽然威胁本身是精神暴力，但因其威胁

实施的是身体暴力，外国立法例通常也将其作为

可以申请保护令的暴力行为方式。在美国，对于

哪些行为可以申请民事保护令，各州的规定不尽

一致。一些州须为实际的身体暴力，一些州可以

是威胁实施暴力，一些州可以是性侵犯。至于“对

多久前发生的家庭暴力可以申请保护令，没有明

确规定，只要暴力有可能再次发生，就有可能获

得民事保护令，而不论暴力在什么时候发生。” 

（二）不及时阻止家庭暴力将造成难以弥补

的损害后果 

依据《民法典》第 997 条，人格权行为禁令

以“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

损害”为要件之一。该要件同样作用于人身安全

保护令。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应具有制止家庭

暴力的迫切必要性，不及时采取措施将使申请人

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表面上，《反家庭暴力法》

第 23条并没有出现《民法典》第 997条的类似表

达，且《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在先。但实质上，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样蕴含须“及时制止”、

否则将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之意。如何理解

“难以弥补的损害”，人大法工委在民法典释义

一书中主张：“不及时制止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

即将实施侵害权利人的人格权的行为，则权利人

的合法权益受到的损害具有不可逆性，难以通过

其他方式予以弥补，事后的恢复已经属于不可能

或者极为困难”。因为人格权侵害一旦发生，将

难以真正意义上得到逆转和补救，生命权、健康

权等物质性人格权的损害将不可复原，名誉权、

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的损害将难以挽回。人身

安全保护令应同样符合“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

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之要件，一是在于家

庭暴力行为与人格权行为禁令中侵害行为所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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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体具有同一性，均为人格权。一旦发生家庭

暴力，受害人遭受的人格权损害将难以复原，难

以弥补。人身安全保护令旨在于事先谨防这种难

以挽回之损害发生。二是在于根据《反家庭暴力

法》第 23条，无论是“遭受家庭暴力”，还是“面

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都意味着申请人面临

家庭暴力侵害具有现实急迫性，法院须尽快核发

人身安全保护令，及时约束限制被申请人的家庭

暴力行为发生。 

三、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选择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是法院可以责令被申

请人为特定行为或者禁止为特定行为的类型及其

内容。法院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经审查认为符

合前文论及的实体法适用要件及程序法条件设定

的，得进一步综合考量家庭暴力行为的性质、情

节、手段、频率、程度以及后果等方面因素，审酌

核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类型及其内容，以期

有针对性地应对家庭暴力，有效防范侵害发生。 

人身安全保护令具有较丰富的内容，可以为

申请人提供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较全面保护。由

此，尽管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是受害人能获得的唯

一救济方式，但却是在事先保障受害人及其家人

正常生活的便捷救济方式，并成为及时高效阻止

家庭暴力发生的主要法律手段。在域外，民事保

护令为受害人提供的救济范围较为宽泛，“永久

保护令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救济，比如可以禁止施

暴者在受害人的工作场所或者在家里对受害人进

行侵扰，可以规定施暴者离开住宅，甚至将施暴

者驱逐出住宅。”“德克萨斯州家庭法授权法院

可以在保护令中规定一系列的禁止和要求。比如，

法院可以禁止一方转移、妨害或者清除双方共同

拥有或者租赁的财产，可以授权一方单独占有住

房，可以授权一方使用和占有双方共同拥有或租

用的特定财产；另外，法庭可以命令被控施暴者

参加咨询、辅导或者完成暴力干预和预防项目。

被控施暴者也可以被要求进行一些必要的和适当

的行为，以阻止或减少家庭暴力发生的可能；如

果有必要，法院可以暂停被控施暴者持有手枪的

许可。”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同样

规定了比较宽泛的民事保护令救济内容，包括禁

止施暴令、禁止接触令、迁出令、远离令等，以及

对个人生活上、职业上、教育上必需品的使用权；

给付住居所的租金或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扶

养费；交付被害人或特定家庭成员的医疗、辅导、

庇护所或财物损害等费用；命被申请人完成处遇

计划等。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第 29 条例示性列举了

禁止施暴令、禁止接触令、迁出令等三类保护令

措施，三类保护令措施共同服务于保护申请人人

身安全之目标，而不涉及财产事项。这三类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具体内容不同，其救济范围及其适

用原则也有所不同，如何准确适用，有待辨析。 

1． 禁止施暴令 

禁止施暴令以禁止被申请人继续实施家庭暴

力为内容，该内容被《反家庭暴力法》第 29条所

载明。具体指被申请人不得继续实施侵害家庭成

员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家庭暴力

行为，被申请人应处于家庭暴力的消极不作为状

态。家庭成员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人格

权，肉体的疆界不容侵犯逾越，灵魂的疆界不容

侵扰玷污。任何家庭成员不得采取经常性谩骂、

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实施精神、身体等侵

害行为。否则将为法律所不容，人格权遭受侵害

的家庭成员有权采取措施恢复对人格权的圆满控

制状态。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就被禁止的家

庭暴力行为方式而言，应全面涵盖《家庭暴力法》

所定义的各类家庭暴力行为，既包括殴打、残害、

捆绑等身体伤害行为；也包括禁闭、限定行动范

围等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还包括精神侵

害行为，即“以恐吓、胁迫、侮辱、骚扰、毁损财

务等非直接针对被害人身体的侵害方式，使被害

人的精神处于焦虑、沮丧等状态”的行为。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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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施暴令所救济的主体范围，《反家庭暴力法》

第 29条第 1项没有明确，仅规定“禁止被申请人

实施家庭暴力”，至于对谁实施？没有明确。但

结合本条第 2 项进行体系解释，宜理解为仅指遭

受家庭暴力侵害的申请人本人，而不包括申请人

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因第 29条第 2 项禁止接触

令的规定明确“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

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显然，该条对救济主

体不限于申请人本人的情况，第 29条第 2项的规

定表明， 

2． 禁止接触令 

禁止接触令以禁止被申请人接触家庭暴力申

请人为核心内容。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29条，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

近亲属。人身安全保护令中专门设置禁止接触令

之内容，在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身份的相对恒定

性以及共同生活的惯常性，作为“熟人”的家庭

成员间互动接触非常频繁，常常出现被申请人对

申请人或其近亲属实施骚扰、跟踪等行为，甚至

个别被申请人在法院核发禁止施暴令后仍然实施

骚扰、跟踪等行为，同样对申请人的身心构成严

重伤害。自然，作为“熟人”的家庭成员之间暴

力行为的防范，应有别于作为“生人”的社会成

员之间的暴力行为的防范，有必要针对家庭成员

间日常共同生活、频繁接触之特点，在暴力防范

方式的选择上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禁止接触令

的规定即在于回应遭受此类情形困扰的申请人，

“法官可以命令施暴人不得攻击、袭击、威胁、骚

扰受害人或者给受害人打电话”，使此类申请人

可以获得更为周全的法律救济。 

适切理解《反家庭暴力法》第 29条关于禁止

接触令的规定，首先，禁止接触令所救济的主体

范围较为广泛，法院得禁止被申请人接触的主体，

既可以是申请人，也可以是申请人的近亲属，即

《民法典》第 1045 条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其次，

法院得禁止被申请人实施的接触行为方式较为宽

泛，包括骚扰、跟踪、接触中的一种或数种行为。

所谓骚扰，指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

式实施的不受欢迎的侵扰行为；所谓跟踪，指以

人员、车辆、设备等方法无正当理由地反复监视、

跟随之行为；所谓接触，指通过电话、微信、邮件

等方式通信、通话等行为。 

法院应视家庭暴力行为方式以及情节等不同，

核发不同内容的接触令，以避免被申请人经由接

触行为对申请人进行侵扰、威胁或伤害。无论申

请人是否与被申请人同居一室，均可核发禁止接

触令。但如果双方同居一室，法院在核发禁止接

触令时宜同时核发迁出令，要求被申请人迁出共

同住所，否则，禁止接触令将难以有效执行。 

3． 迁出令 

迁出令以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

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间内中止对住所的占有

使用权为内容。必要时，得同时禁止被申请人对

迁出的住所为使用、收益或处分行为。对申请人

及其子女而言，则可继续居住于该住所，以维持

既有生活环境之稳定性。“法院拥有广泛的自由

裁量权，可以对个人施加严格的规范和限制。比

如，法院可能在保护令中禁止一方自由行使财产

权，可以将一方从双方共同拥有的房产中驱逐出

去，甚至可以授权一方单独使用和占有该房产。

我国施行《反家庭暴力法》前，被申请人实施家庭

暴力致使申请人无法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申请

人常常不得不选择离家出走。《反家庭暴力法》施

行后，基于“谁打人，谁走人”之理念在人身安

全保护令制度中明确了迁出令之类型，法院可责

令被申请人承担迁出住所之不利后果，从而为申

请人及其子女提供可安居家中的救济。 

法院核发迁出令，通常以被申请人实施的家

庭暴力情节较为严重，确有必要将被申请人与申

请人隔离为要件；且同时以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共

同居住使用该住所为要件。否则，被申请人并未

居住于该住所的，便没有对其核发迁出该住所命

令之必要。法院核发迁出令，不问房屋系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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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被申请人个人所有、双方共有还是第三人所

有，也不论房屋为当事人所有还是承租，法院均

可向被申请人核发迁出令。如果房屋为被申请人

所有，迁出令的核发意味着被申请人在保护令有

效期间内对房屋之占有被中止，被申请人也不得

对房屋行使使用权（出借等）、收益权（出租等）、

处分权（出卖或设定抵押等）。应由申请人在保护

令有效期间内对房屋享有排他的占有使用权，但

并不影响被申请人对该不动产的所有权。此外，

对夫妻而言，迁出令必然造成“双方分居”之客

观效果。对此需要厘清，迁出令造成的分居，不同

于《民法典》第 1079条意义上“因感情不和分居

满二年”中的“分居”。前者是经申请由法院核

发迁出令的必然后果，旨在保护申请人的人身安

全；后者是双方当事人因感情确破裂而自行做出

的选择，旨在暂时中止夫妻同居关系。 

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22年第 7 期 

郝丽燕：典型婚姻模式下夫妻财产协议的限制 

原创：2022-06-30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郝丽燕 

https://mp.weixin.qq.com/s/E56GU8kOwKEwOCyTal8x9Q 

【作者】郝丽燕，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热点聚焦 |《民法典》颁布两周年专题。因篇

幅限制，原文有删节，引用请参见原文。 

【摘要】现代婚姻法强调夫妻双方平等，而社

会中典型的婚姻模式仍然是，婚后一方主要精力

在获取物质利益，另一方主要精力在照顾家庭。

婚姻财产法要兼顾夫妻双方平等的基本原则和社

会典型婚姻模式。法定婚姻财产制同等评价财产

取得和家务劳动，保障了婚后因为照顾家庭没有

收入或减少收入的一方配偶的利益。夫妻双方约

定婚后分别财产制或者放弃离婚时分割财产的，

应当以放弃典型婚姻模式为前提条件，即婚后双

方确实在获得物质利益和照顾家庭方面任务平分，

否则分别财产制的协议或离婚放弃分配财产的协

议没有效力。在订立夫妻财产协议时婚姻中一方

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协议违反善良风俗，合同自

由在此让位于合同公正。婚后生活模式发生变化，

其中一方为了照顾家庭减少工作或者放弃工作的，

离婚时另一方不得主张婚姻财产协议，否则属滥

用权利。 

【关键词】婚姻模式 法定婚姻财产制 夫妻

财产协议 离婚 

一、问题的提出 

婚姻协议是男女平权的产物。德国在 1976年

婚姻法改革之前，通常的观点认为，婚姻作为法

律规定的制度不能接受当事人约定与“人”相关

的因素，只有财产关系允许通过协议约定，婚姻

的法定模式是“家庭主妇婚姻（Hausfrauehe）”。

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多数国家的婚姻法允许婚

姻双方通过协议确定婚姻中与“人”有关的因素，

“婚姻双方可以完全自由地约定双方在婚姻中的

事务，并自己承担责任”。婚姻关系已经演变成

为个性化关系，双方可以自由约定与“人”相关

的因素，比如约定在家庭生活中夫妻各自的任务

分工。由此，合同自由原则在婚姻领域也开始展

现出它的意义。按婚姻协议具体约定的内容，可

以区分为关于共同生活计划的约定和关于婚姻中

财产的约定。财产约定占婚姻协议中的多数，比

如夫妻双方约定婚后财产采分别财产制，或者约

定离婚时如何分配婚后财产，抑或是离婚后一方

如何支付另一方抚养费等。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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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婚姻双方有关财产的约定被统称为

“夫妻财产协议”。常见的、有实践意义的情况

是，婚姻双方当事人在婚姻协议中约定，离婚时

一方放弃分配另一方全部或部分婚后财产；或者

约定婚后分别财产制，其必然的法律后果就是，

离婚时双方当事人不得请求分配另一方的财产。

1950年《婚姻法》没有规定婚姻双方可以约定婚

姻财产关系，这导致部分观点认为，在当时婚姻

关系中只适用法定婚姻财产制。1980年对《婚姻

法》修订时，才增加规定了婚姻双方可以约定婚

后财产关系。在《民法典》中，法定婚姻财产关系

是共同财产制，亦即，除了《民法典》第 1063规

定的特殊财产，其他婚后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第 1065条又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夫妻

之间可以约定婚前及婚后取得的财产是共同所有，

还是分别所有，亦或者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别

所有。从《民法典》上述规定的文字表达看，夫妻

财产协议看上去是一种选择性的财产制度，即婚

姻双方要在“一般共同制”“限定共同制”和

“分别财产制”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夫妻间关于

财产关系的所有选择均可以包含在上述三种情况

中，因此可以认为，婚姻财产协议遵循了私人自

治原则。 

然而，即使婚姻协议的内容只涉及财产关系，

也是建立在夫妻身份关系的基础上，是一种附着

于夫妻关系上的合同，属于身份法律行为，因此

夫妻财产协议必然与普通合同不同。此外，婚姻

财产制度还起到对夫妻所得财产再分配的作用，

同时也关乎婚姻关系中的共同责任等婚姻家庭法

领域的基本问题。婚姻双方通过协议排除法定婚

后财产制和法定离婚财产分配制的，涉及到合同

自由与法定婚后财产制和法定离婚财产分配制的

目的之间的张力。因此，婚姻双方通过协议排除

法定婚后财产制，或者排除法定离婚财产分配制，

不应当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有完全效力。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合同法》第 2条仅

规定，婚姻协议适用其他法律规定。以至于理论

对夫妻财产协议的关注非常少，实践中夫妻财产

协议的效力很少受到质疑，很多时候一方配偶利

益受到侵害而不自知。这种情况随着《民法典》的

出台而明显改变，因为《民法典》第 464条规定，

与身份关系相关的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

该条款被视为架起婚姻编与合同编及总则编的桥

梁。同时，《民法典》第 508条规定，合同编对合

同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总则编第六章的规定。

准此，虽然婚姻家庭编虽然没有对婚姻协议作出

进一步规定，但只要我们承认夫妻协议是以当事

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属于民事法律行为，那么

夫妻财产协议就很可能因为违反民法典合同编和

总则编的规范而无效。 

本文探讨夫妻间约定的婚后分别财产制和离

婚时放弃分配共同财产的协议的限制，以期为民

法典中相关规范的适用提供些许参考。 

二、约定婚姻财产制与社会典型婚姻模式不契

合：夫妻财产协议无效 

婚姻法律领域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婚姻自由，

合同法中也有合同自由原则。婚姻协议里的合同

自由并不是一般合同法意义上的行为自由，而是

关系到婚姻双方安排共同生活和财产关系的自由。

部分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协议约定分别财产制

以及离婚时不得分配财产，可能与婚姻自由相违

背。因为约定对其不利的一方可能出于经济上的

原因不离婚，尽管婚姻已经破裂。这种观点显然

与私人自治原则冲突。然而，婚姻自由和合同自

由并不能必然得出，夫妻财产协议完全不受限制

这一结论。夫妻财产协议首先是当事人之间的法

律行为，因此要受法律行为效力规范约束。另外，

婚姻不仅是通过合意形成的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身

份关系，它也是一个社会“机制”，这种机制为

婚姻双方当事人长期共同生活提供了法律框架。

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一个生产共同体，也是一

个消费共同体。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共同生活的

基础除了爱情，还需要共同责任、彼此支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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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等。婚姻关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不仅

是夫妻二人，还涉及子女等其他家庭成员，它承

载了很大的社会功能，比如养育并教育子女、照

护老人等社会职能。因此，婚姻并不是简单的当

事人合意，而是一个伦理实体。夫妻财产协议从

属于婚姻身份关系，其效力应当受婚姻关系本质

的影响。甚至可以认为，由于夫妻财产协议以婚

姻关系为基础，其效力受约束的标准应当更严格。 

（一）法定婚姻财产制构建的基础 

婚姻双方通过协议约定的婚后财产制以及离

婚财产分配是对法定婚姻财产制以及法定离婚财

产分配制的偏离，为了确定此类约定是否有效，

有必要先厘清法定婚后财产制以及离婚时法定财

产分配制度构建的基础理念。 

1.法定婚姻财产关系的基本模式 

在比较法上，法定婚姻财产制经历了由丈夫

专权转为夫妻对等，并承认婚后财产由双方协力

取得的漫长过程。而在我国自有《婚姻法》时起，

就确立了夫妻平等原则，认为婚后财产是夫妻双

方协力的结果。目前各国法定婚姻财产制及离婚

财产分配制主要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模式：联合

财产制（或者合并财产制），即除特定财产外，婚

后夫妻双方财产（包括婚前的财产和婚后的财产）

合并为共同财产，离婚时财产应当平分，比如瑞

士的婚姻财产制、我国澳门的婚姻财产制度。婚

后共同财产制，离婚时按具体情况分配婚后财产，

比如我国法定婚姻财产制。净溢共同制，即婚后

财产各自分别所有，离婚时平均分配婚后增溢财

产，比如德国民法典中的法定婚姻财产关系。日

本民法典规定的法定婚姻财产制是分别财产制，

离婚时有财产分配请求权。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各国在法定婚姻财产

制度方面所强调的基本理念有所差异。日本采婚

后分别财产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夫妻人格平等、

经济独立；根据德国的净溢共同制，婚后财产各

自分别所有，这同样建立在夫妻双方平等的基础

上。婚后联合财产制和婚后共同财产制则强调婚

姻是共同体，其目的在于，在婚姻中保护因照顾

家庭减少经济收入或无经济收入一方之利益。而

多数国家法定离婚财产分配制度的基础理念相近，

都是将婚姻视为一个共同体，承认家务劳动或者

协助工作与实际财产收益具有同等价值，借此保

护经济收入较低一方的利益。基于此，在欧洲大

陆，婚姻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离婚时财产遵循

对半分原则，亦即，婚姻双方各自享有对方在婚

姻关系期间通过收入获得的所有财产的一半权益。

在日本，离婚时财产分配请求权考虑的同样是，

婚姻双方对共同生活期间内财产的增加都有贡献。 

2.法定婚姻财产制的功能 

（1）保障婚姻双方平等 

部分观点提出，我国法定婚姻财产制构建的

基础是“同居共财”理念。婚姻期间取得的财产

应当归因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离婚时平分婚后

财产理所当然。婚后共同财产制也是婚姻关系中

平等原则的最好表达。德国法定婚后财产是净溢

共同制，在此模式下，婚后财产是分别制，“共同”

只有在婚姻关系结束时才有所表现，即离婚时夫

妻双方才可以彼此平分婚后增加的财产，德国家

事法领域也认识到，这种婚后分别财产制不能恰

如其分地表达平等原则，因为夫妻中为家务付出

多的一方的价值在婚后财产中没有体现出来。 

在我国，自 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开始就

明确规定，婚姻关系中男女关系平等，夫妻双方

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

婚姻双方平等是基本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在婚

姻关系中的表现，因此无论婚后在家庭中的任务

是工作赚钱，还是操持家务，婚姻双方对婚姻共

同体的贡献应当受到平等对待、平等评价。平等

对待婚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最恰当的途径就是，

将婚后任何一方获得的财产视为共同财产，除了

特殊财产。另外，婚后财产的增加依赖于很多其

他因素，比如放弃不必要的消费，或者恰当管理

家庭财富等，一方取得的财产很可能包含了另一

方的协力和贡献，而这些协力和贡献难以精确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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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共同财产制体现了夫妻协力观。因此，即使在

双收入家庭模式中，法定婚后财产采取共同所有

制也具有合理性。 

（2）平衡因婚姻导致事业不利一方的利益 

法定婚后财产制和离婚财产分配制以社会中

典型的婚姻模式为依据。虽然各国民法典均不再

认为典性的婚姻模式是家庭主妇模式，而是双方

在劳动方面平等。比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356

条，夫妻双方均有从业权；我国《民法典》第 1057

条规定，婚后夫妻双方均有权选择职业、参加工

作。但是不得不承认，实际上社会中典型的婚姻

模式仍然是，婚后一方主要的精力是获得经济收

入，另一方主要精力是照顾家庭，因此该方必须

减少工作时间，甚至不工作。故民法中的法定婚

后财产制和离婚财产分配制既要顾及民法的基本

原则，特别是平等原则，又要顾及社会中典型的

婚姻模式。这种社会典型婚姻模式决定了，法定

婚后财产制和离婚财产分配制应当保障婚后因为

照顾家庭没有收入或减少收入一方的利益。 

婚姻中的一方为了照顾家庭成员，特别是为

了照顾子女或者对方父母，不得不放弃工作或减

少工作，婚后没有收入或收入较少，这种职业上

的不利在很多情况下嗣后后很难弥补，甚至无法

弥补。美国社会学家丽诺尔·韦茨曼曾经对离婚

后生活水平研究发现，离婚后男方比女方生活的

好，因为他们在婚姻中挣得更多，比如养老金就

在他们名下。这种社会现状促使美国法学界重新

思考法定婚后财产制以及法定离婚财产分配制，

将料理家务视为对婚姻财富有同等贡献。在欧洲，

离婚时法定财产分配制度遵循“平分原则”。在

我国，《民法典》第 1087条规定，离婚时财产分

配遵守的原则是“照顾子女、女方原则和照顾无

过错方原则”，在此立法者尊重了当前的社会价

值观。 

在欧洲大陆各国家庭法中，离婚时弥补因婚

姻引起的事业上和经济上的不利主要有三大支柱：

婚姻财产权、离婚后扶养费请求权、养老金补偿

请求权。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没有明确规定离

婚时的抚养费请求权和养老金补偿请求权，虽然

《民法典》第 1090条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

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

助”，然而实践中该规定适用的余地非常小。《民

法典》第 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

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

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

偿。该规定显然是积极的，至少肯定了婚姻关系

中家务劳动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婚姻家

庭法中没有规定抚养费请求和养老金请求权而产

生的不利。虽然第 1088条不再明确要求其适用条

件是“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归各自所有”，法定婚后财产制似乎也可以主

张家务劳动补偿，但这里的补偿只能由法院依职

权自由裁量，数额通常不会很高。北京市房山区

人民法院在近期的一个离婚案中，裁判家务劳动

补偿额度为 5 万元。婚姻导致经济收入不利的一

方在离婚时主要通过婚后共同财产制度获得补偿，

这样，在婚姻关系中主要从事家务的一方获得与

另一方取得的经济收入相同的经济价值。在离婚

时，受不利一方应当有权利分配婚后共同财产。 

（3）共同责任 

法定婚姻财产制建立的另一个基础理念是，

婚姻双方在婚后应当彼此承担责任。婚姻关系不

仅是婚姻中双方身份关系的表达，它更是一种劳

动共同体或者经济共同体，因为婚后双方会持续

积累财产，甚至部分观点认为婚姻是命运共同体。

婚姻双方因身份关系而成为利益共同体，它在一

定程度上与“合伙”近似。夫妻双方作为共同体

的成员都对婚姻这个共同体的发展作出努力，实

践中很难判断一方在获得财产收益时，另一方在

操持家务、照顾子女、情感支持方面提供多少帮

助。婚后因承担家务而放弃工作机会的一方，放

弃的不仅是眼下的收入，而且还将自己未来的生

活保障与婚姻共同体关系。反之，婚后工作的一

方因为不必耗费大量精力照顾子女和父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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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精力工作，在事业上获得提升，单从收入方

面看，该方从婚姻中获得更多（潜在的）利益。婚

姻关系解体时，必然要将基于婚姻产生的利益和

不利通过经济弥补而消除。 

2.以典型婚姻模式构建的法定婚姻财产制 

婚姻财产关系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协力理论、

合伙理论还是共同体理论，在结果上都要求夫妻

间要共同分担利益和不利，只不过具体细节有所

差异，共同财产制在婚姻期间就予以平衡，非共

同财产制在婚姻解体时予以平衡。由此可见，法

定婚后财产制和离婚财产分配制度是以社会中典

型婚姻模式为依据而构建，即婚后一方主要承担

获取经济利益的责任，一方主要承担照顾家庭的

任务，否则在法定婚姻财产制度中就不必要强调

家务劳动的价值，也不必考虑平衡为家庭付出更

多的配偶一方的利益。这一结论并不需要调查数

据为支撑，因为对多数家庭而言，照顾子女、老人

必须由夫妻亲自完成，必然需要时间和精力。 

在这种典型的婚姻模式中，婚姻引起其经济

收入不利的一方的利益要通过法定婚姻财产制和

（或）离婚财产分配制度得以平衡。日本采婚后

分别财产制，经济收入遭受不利一方当事人的利

益主要通过离婚时财产分配请求权平衡；在德国，

经济收入不利一方的利益主要通过离婚时的净益

财产平均分配制度保障。而在我国，婚姻中收入

不利一方的利益通过婚后共同财产制和离婚财产

分配制平衡。当婚姻双方约定不同于法定婚姻财

产制的财产关系时，很可能导致这种以社会典型

婚姻模式为基础构建的法定婚姻财产制和离婚财

产分配制的功能落空，其效力需要谨慎对待。 

（二）偏离法定婚姻财产制的夫妻财产协议

的条件：放弃典型婚姻模式 

如果法定夫妻财产制以及法定离婚财产分配

制被看成保护因婚姻引起经济上不利一方的手段，

似乎没有理由允许婚姻双方在结婚前或者离婚前

通过协议完全排除法律保护。然而另一方面，合

同自由原则意味着，夫妻财产协议作为一种调整

婚姻双方财产关系的手段不能完全被“架空”。

在未确定婚姻中的一方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一般

性地否认婚姻协议效力，可能发生合同自由在婚

姻协议领域完全被掏空的情况。然而，法定婚姻

财产制度的目的又不能允许当事人任意地破坏。

因为法定婚后财产制以及离婚时平均分配婚后财

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因婚姻遭受事业及经济上不

利一方的利益，也是为了保障公平正义。而法律

又明确允许夫妻双方通过协议约定婚后财产制。

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一定冲突。因此，婚姻双方

协议排除法定婚后财产制不可能不受限制，在此

需要明确的是，在满足怎样的前提条件下婚姻双

方可以通过协议排除法定婚后财产制。 

前文已述，法定婚后财产关系和离婚财产分

配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平等地评价家

务劳动和经济收入。法律规定的通常是社会生活

的一般情况，在法定婚姻财产关系中同样如此，

即通常情况下婚后必然有一方为家庭生活付出的

更多，因此而减少自己的经济收入，因此才需要

平等评价家务劳动和财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

婚姻双方通过协议约定婚后财产关系以及离婚时

财产分配是婚姻模式选择自由的必然后果。允许

婚姻双方自由决定婚姻关系中的各自任务，也就

应当允许他们作出与法定财产关系和法定离婚财

产分配不同的约定。与法定婚姻财产制不同的婚

姻财产关系的约定，特别是完全的分别财产制（包

括离婚时放弃分配财产），应当与“双收入”的

婚姻模式相适应，而不是忽视或者脱离婚姻模式

而单独存在。原因在于，我们承认法定婚后财产

关系以及法定离婚时财产分配制度的目的是，保

护婚后为照顾家庭而减少收入的一方利益，平衡

婚姻引起的收入上的不利。这一目的说明，法律

首先承认，在通常情况下婚姻中有一方为家庭而

减少收入，这种不利需要通过法定婚后财产制及

离婚财产分配制度予以平衡。而当婚姻双方约定

了分别财产制时，法定婚姻财产制的保护目的和

平衡目的就无法达到。如果婚后分别财产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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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不分配财产的约定没有与双收入的婚姻模

式相关联，则婚姻协议直接导致后果是，婚后为

了照顾家庭放弃事业或减少事业投入的一方，也

放弃了法定婚后财产制度和离婚财产分配制度的

保护，而有收入一方则提前从共同责任中解脱出

来。那么，婚姻双方通过协议获得的权利和承担

的义务超出了合理性边界，婚姻财产协议的效力

应当受到质疑。 

婚后财产关系应当与婚姻模式匹配，并不是

说，双方约定婚后分别财产制或离婚不分配彼此

财产的，一定同时要明确约定双收入的婚姻模式。

在我国实践中，双方约定婚姻财产制时通常不提

及婚后家庭生活模式。 

（三）小结 

在本文探讨的问题中，存在合同自由与婚后

财产制的保护及补偿功能之间的矛盾。法定婚后

财产制和离婚财产分配制度承担着保护因婚姻引

起的收入不利一方的任务，多数情况下为女性。

不应当允许当事人任意地予以排除，婚姻协议除

了涉及财产关系，还会触及婚姻所承载的社会功

能。不受限制的婚姻财产协议与婚姻财产制度的

意义和目的处于对立关系。在婚姻模式仍然是社

会典型模式的情况下，约定分别财产制以及离婚

时放弃分配财产的后果就是，婚后一方全力工作

挣钱，另一方的主要精力是照顾家庭，工作时间

减少或者干脆不工作，但是婚后财产制却不是共

同财产制，离婚时不得分配彼此的财产。在此情

况下，约定排除婚后共同财产制不具有合理性，

违反了法定婚姻财产制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目的。

从法定婚姻财产制和离婚财产分配制的立法理念

和立法目出发，夫妻双方协议排除婚后共同财产

制以及放弃离婚财产分配的，应当以婚后“双收

入生活模式”为前提条件，即双方理想地共同创

造经济财富，共同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等任务。 

法定婚姻财产制度及离婚财产分配制的功能

在于，平衡因婚姻导致经济收入不利一方的利益，

保障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平等。法定婚姻财产

制是以社会典性婚姻模式为基础而构建，否则就

不必要强调家务劳动和经济收入的平等评价。夫

妻双方约定分别财产制或者约定离婚时放弃分配

彼此财产的，即意味着他们的婚后生活模式并非

社会典型婚姻模式。反之，夫妻双方虽然约定分

别财产制或者离婚时放弃分配财产，但是可以预

见的婚姻模式仍然是社会典型婚姻模式的，那么，

婚姻财产协议违反了法定婚姻财产制及离婚财产

分配制度的保护目的，这种婚姻财产协议不能认

为有效力。 

三、夫妻双方“力量”不对等：夫妻财产协议无

效 

合同自由是各国民法的基石之一，允许婚姻

双方约定婚后财产或者约定离婚财产分配也是合

同自由的体现，这与《民法典》第 5 条规定的基

本原则一致。但是，婚姻协议有其特殊性，它毕竟

是以夫妻身份关系为基础，在考虑影响合同效力

的因素时，要顾及婚姻协议的这种特殊性。尽管

《民法典》第 1065条对婚姻财产协议并没有明确

的限制，但是从法定婚姻财产制构建的基础理念、

功能等要素出发，并结合《民法典》第 464 条和

第 508 条，可以认为，夫妻财产协议应当受到民

法典总则编相关规定的限制。 

二十世纪末，德国学者施文策尔（Schwenzer）

主张对婚姻协议的内容进行限制，其主要目的也

是为了避免在婚姻中没有收入一方离婚时受到严

重不利。该观点的依据是，婚姻双方往往实力并

不对等。施文策尔认为，婚姻关系中关于财产的

协议通常因为婚姻双方谈判力量不对等而无效。

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的差异在其他国家同样具有

普遍性，因此施文策尔认为应当对婚姻协议进行

内容控制。合同内容控制在合同法领域并不陌生，

格式条款中即存在内容控制。然而，内容控制只

能发生在合同内容对一方当事人严重不利的情况

下，或者是在平等原则因为结构性不对等谈判力

量而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当事人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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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收入、交易经验等方面的事实差异并非结

构性的不对等。 

事实上，在婚姻关系中很难确定存在结构性

的力量不对等，因为决定婚姻双方力量的因素很

多，不能一般性地认为哪一方处于强势，哪一方

处于弱势地位。故，不能认为婚姻双方天然处于

不平等状态，进而一般性地得出婚姻协议不符合

合同公正原则。应当审视的问题是，在特定情况

中是否存在力量不对等的情况，而这种不对等导

致处于弱势一方无法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意思。 

（一）从合同自由到合同公正 

合同自由是私法领域最重要结构性因素之一。

在合同自由理念下，婚姻双方当然可以自由地约

定婚后财产关系，原则上也应当允许双方提前排

除离婚时分得另一方的财产。合同自由以 19世纪

的自由主义合同理论为基石，其理念含义是，双

方当事人完全平等且对等，亦即，双方当事人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合同才可能有效。合同

自由实际建立在当事人有自主决定权的基础上，

因此合同自由以当事人实际有自主决定权为前提。

我国司法实践同样认为，“平等自愿”是婚姻财

产协议有效的前提条件。然而，在合同双方的“力

量”不对等时，很难实现“平等自愿”，合同自

由必然遭受质疑。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过于强势，

以至于可以单方决定合同内容，那么存在的是

“他人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在婚姻关

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是法律地位的平等，在

其他方面很难达到真正平等，这样合同自由就无

从谈起。 

因此，20世纪合同法领域提倡的是合同公正

理论（Gerechtigkeit），因为合同自由经常因为

双方当事人权力或力量不对等而无法实现，合同

公正的出发点则恰恰是保护弱势一方当事人。茨

威格特和科茨指出，合同法的任务是，发展出合

同公平的因素和程序，这才是必要的，因为事实

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合同自由。从这个视角看，合

同自由逐渐走向合同的实体公正。另一位学者施

密特-林普勒提出了“正确性保障理论”，他认为，

由于合同当事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审查合同的法

律后果，因此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由的情况下订

立的合同具有正确性。然而，施密特-林普勒同时

也指出，如果因为一方当事人依赖于另一方当事

人，或者处于弱势，没有决定的自由，则合同的正

确性不能得到保障。在婚姻协议中，合同自由的

后果是，婚姻双方可以借助婚姻协议安排婚姻关

系中彼此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婚姻协议反映的是

处于绝对强势一方的控制地位，法律在此情况下

不能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由而放任不管。 

（二）夫妻财产协议违反善良风俗 

通过婚姻协议整体放弃法定婚姻财产制相当

于放弃整体法律保护体系。一方面，婚姻中收入

少的一方在离婚时失去保护，另一方面，另一方

从婚姻共同责任中解脱。需要审视的是，通过婚

姻协议对法定婚后财产制度进行变更是否符合公

序良俗。如果婚姻协议约定的内容综合判断超出

合理性范围内，则婚姻协议可能因为违反公序良

俗原则而无效。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婚姻合同的内容对一方

当事人严重不利，这种不利是不平等的谈判力量

引起的。此时婚姻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婚姻协议时

真实意思明显受到限制，婚姻协议约定的内容应

当无效。比如在婚姻协议中约定离婚时一方不得

分配另一方的财产，但双方签订该协议的前提条

件是，女方已经怀孕。在此类情况下，双方实力就

不平等，可能是男方因为女方怀孕急于结婚，也

可能是女方急于结婚，对方基于这种急于结婚的

心理提出订立婚姻协议。在德国法上，这种情况

下订立的婚姻协议是否有效，经历了变迁。 

德国宪法法院在 1993年 10月 19日的一个裁

判中指出，民法的任务之一是，平衡受干扰的合

同当事人的对等性。合同内容对一方当事人严重

不利，且利益平衡明显不合理时，法院在裁判的

时候必须查清楚，双方是否因为谈判实力严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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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而订立了合同，并不能止步于“合同就是合

同”的判断。合同不能充当“他人决定”的工具。 

1996 年 9 月 18 日德国联邦普通法院的一个

裁判涉及的情况是，女方因为怀孕急于结婚，男

方则表示如果不订立婚姻协议就不结婚。在此情

况下双方订立婚姻协议并约定，离婚时排除法定

的婚后剩余财产分配制，并放弃扶养费补偿等法

定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婚后女方承担照顾家庭及

子女的责任，没有收入，几年后双方离婚，男方依

据婚姻协议拒绝给予女方帮助。联邦普通法院在

该案的裁判中却认为，婚姻双方约定离婚时放弃

分配财产或者放弃抚养费等财产关系的，应当遵

循“完全的合同自由”，其有效性不依赖于是否

有对价，况且根据德国民法，有效的婚姻协议需

要经过公证，公证员在对婚姻协议进行公知之前

对婚姻双方有告知义务（Belehrungspflicht）。

公证程序可以保护婚姻双方因为没有经验或者不

了解法律而盲目订立协议。鉴于婚姻协议的特别

生效要件，德国联邦普通法院认为，不应当再对

婚姻协议的内容进行限制。 

但是，德国宪法法院在 2001 年 2月 6日的裁

判中再次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该案的案情与联邦

普通法院在 1996 年裁判的案情类似：女方怀孕，

男方只有在订立有利于他的婚姻财产协议的情况

下才结婚。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婚姻协议的内容

严重对女方不利，损害了女方受宪法保护的在婚

姻中的平等权。当婚姻协议建立在一方明显占控

制地位的不平等的基础上时，其效力受到限制。 

在上述案件中，很难认为女方在订立婚姻协

议时的意思表示具有真实性，恰恰相反，她如果

不想独立抚养孩子，只能选择订立婚姻合同。双

方当事人基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订立婚姻协议，

且在婚姻协议中约定，婚后分别财产制或者离婚

时放弃分配婚后财产的内容，因违反公序良俗而

无效。 

（三）小结 

婚姻中决定双方力量的因素很多，并不能一

般性地认为哪一方处于强势，哪一方处于弱势地

位。然而，可以在具体情况中判断，其中一方是否

迫于压力而同意协议放弃法定婚后财产制和离婚

财产分配。比如，当放弃婚后共同财产以及离婚

财产分配与怀孕关联在一起时，通常可以认为该

婚姻协议的内容并非基于真实意思而订立。至于

哪一方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同样要在具体情况中

判断。婚姻协议只要不属于好意施惠行为的范畴，

就应当受有关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约束，婚姻财

产协议不能对婚姻中的一方严重不利，否则可以

被认定为违反善良风俗。在我国，《民法典》第

1043条被认为是公序良俗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的

具体化，准此，婚姻财产协议应当弘扬家庭美德。

家庭美德具体的表现无非是夫妻共同责任、平等

互爱等，当婚姻财产协议违反基本的家庭美德时，

其效力应当受到质疑。 

四、婚姻模式嗣后改变：限制主张夫妻财产协议

约定的内容 

即使双方在结婚前订立了以双收入婚姻模式

为依托的婚后财产协议，在婚后或者离婚时也可

能因为实际生活状况发生变化而不得主张。在双

收入婚姻模式中，实际上双方平分家务是一个很

难实现的理想。实践中的情况很可能是，夫妻双

方婚后会改变婚姻模式，比如原计划不要孩子的

夫妻婚后改变原来的想法，生了孩子，其一方因

此放弃或者减少工作。因此，婚姻协议是否会为

一方带来严重不利，或者对一方不公正，并不取

决于订立婚姻协议时双方计划的婚姻模式，而是

取决于婚后的实际生活模式。在婚后生活模式偏

离订立婚姻协议时的生活模式的情况下，双方应

当根据具体情况变更婚姻协议。如果当事人未变

更婚姻协议，那么离婚时从婚姻协议中获得利益

一方主张约定的分别财产制的权利，应当受到限

制。 

（一）有限理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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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舍恩指出，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很

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理性地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

这种有限的理性会干扰意思自由。“有限理性理

论”在婚姻关系中当然也适用。婚姻双方订立财

产协议时，多数情况下会低估婚姻的风险，或者

对婚姻的发展或自己的发展过于乐观。另外，婚

姻关系是一种长期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婚姻

中各种因素都会发生变化，婚姻双方在订立财产

协议时很难具备足够的理性保障自己利益的实现。 

在婚后生活中，无论是生活模式还是双方各

自的任务分工，都必然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不具有可预见性。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是，在订立

夫妻财产协议时不能确定，协议内容是否对婚姻

中的一方严重不利。随着婚后双方生活方式的改

变，夫妻财产协议变得对一方严重不利。 

另外，婚姻中双方的关系往往呈现出利己性

和利他性的共存与冲突。夫妻之间的关系网会随

着时间越来越密集，双方彼此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随着婚姻中双方关系越来越密切，彼此的信赖程

度也将随着提高，婚姻当事人一般会相信婚姻关

系将一直存续下去，这样他会逐渐收缩个人利益，

将家庭的共同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即使婚后的婚

姻模式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平均分担家务负担只

是一种理想，现实中难以实现。实际情况是，总有

一方要负担更多的家务，特别是有子女的家庭，

总体来看，现实生活中承担更多家务的多为女性。

正因为如此，比较法上订立婚姻财产协议时，必

须有公证人员介入。公证员在此必须提示婚姻双

方，不要对生活计划持乐观态度。 

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如果婚姻破裂，收入多的

一方当事人主张，根据夫妻财产协议收入少的一

方不得分配其婚后财产，此时需要对行使权利的

主张进行限制，如果仍然承认夫妻财产协议中约

定的内容，则是对自己责任的过分要求。 

（二）交易基础障碍或者条件消灭 

婚姻协议是婚姻双方订立的非典型合同，双

方在合同中约定分别财产制，以及（或者）离婚时

不得分配对方财产的基础通常是，婚后双方各自

工作，各自财务独立。婚后如果基于种种原因，一

方不得不放弃工作而照顾家庭，如果允许另一方

主张婚姻协议则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可以认

为夫妻财产协议的基础发生改变，适用交易基础

障碍理论变更或解除该协议呢？ 

“ 交 易 基 础 ” 这 一 概 念 翻 译 自 德 语

“Geschaeftsgrundlage”，其中的“Geschaeft”

通 常 被 翻 译 为 “ 交 易 ” ， 其 涵 义 是 指

“Rechtsgeschaeft”，即法律行为，故“交易基

础”实际指实施法律行为的基础。“交易基础”

是指订立合同时显现出来的、可以为相对人认识

到其重要性的一方当事人的设想，或者双方当事

人共同设想。夫妻财产协议也是法律行为，夫妻

双方订立财产协议时计划的婚后生活模式当然属

于“交易基础”。换言之，恰恰是基于对婚后都

继续各自工作、共同承担家庭事务的生活模式的

设想，婚姻双方才约定婚后分别财产制，或者离

婚时放弃分配彼此婚后财产。婚后生活模式的改

变对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具有不可预见性，特别

是在我国婚姻双方订立婚姻协议时没有强制性地

要求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介入，对双方当事人没

有进行风险提示，加强了这种不可预见性。婚后，

一方当事人因为子女或父母需要照顾而部分放弃

工作，甚至完全放弃工作的，离婚时存在“交易

基础”变化，获得利益一方继续主张根据婚姻协

议不允许另一方分配财产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在此情况下，婚姻双方应当协商变更协议或者解

除协议，协商无果，则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变更

或者解除协议。 

（三）小结 

现实生活中，婚后生活模式偏离订立财产协

议时预想的婚姻模式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此情况

下允许获利一方当事人援用婚姻财产协议显然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受不利一方而言，则存在对

自己责任的过分要求，毕竟以订立财产协议的时

间为节点，婚后生活模式的改变发生在遥远的将



259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来。德国司法裁判曾经借助内部合伙理关系，在

婚姻双方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承认一方对

另一方有补偿请求权。婚姻双方在结婚时默示成

立了合伙，在婚姻关系中双方都投入金钱或实物，

对财产的增加都有贡献，因此可以认为存在合伙

关系，婚姻解体时成立补偿请求权。这种处理途

径是否恰当值得商榷，因为如果婚姻是合伙，那

么合伙期间取得的财产亦属于合伙人共同所有，

但是在德国的净溢共同制中，婚后双方财产分别

所有。理论中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有限

理性理论，还是交易基础障碍理论，都是为了解

决约定分别财产制或者约定离婚不分配财产制在

现实中引起的不公正问题，保护婚姻中因为照顾

家庭而减少经济收入或者没有经济收入一方在离

婚时不遭受不可承受之不利。 

  五、结束语 

夫妻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财产关系的组成部

分，它关系到夫妻财产权利义务的确定，也关系

到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发展。法定婚后财产制度

以及离婚财产分配制度以社会典型婚姻模式为导

向，即在婚姻中总有一方为家庭付出的更多。婚

后共同财产制是以这种社会一般婚姻模式为出发

点而确立的法定婚后财产制。尽管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规定，婚后双方都有工作的自由，但社会通

常婚姻模式是一方工作，而另一方主要精力在操

持家务。在传统上，有收入的一般为丈夫，这种婚

姻模式也被称为“家庭主妇婚姻”。美国学者

琼·克劳斯科普夫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认识到，

分别财产制丈夫在离婚时将获得最大份额的财富，

导致前妻以及与她生活的子女陷入贫困。虽然现

在婚后双方都有工作的权利，且越来越多的女性

在婚后承担起“养家”的任务，但这种婚姻模式

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主流。因此，法定婚后共同财

产制以及法定离婚财产分割制要达到的另一个目

的是保护女性，任由当事人自由地约定婚后财产

关系，在多数情况损害的是女性利益，这有违我

国家事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双方约定离婚后不

分配婚后剩余财产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法典》

第 1087条规定的照顾女方利益的原则不一致。因

此，从保护女性权益角度看，婚姻协议也不能完

全遵循私人自治。 

婚后财产关系以及离婚时财产分配，原则上

属于当事人的私人自治范围。然而，当事人之间

的约定不得使法定婚后财产制以及离婚财产分配

制度的目的落空。如果当事人通过协议排除法定

婚后财产制以及离婚财产分配制会使其中一方当

事人明显遭受不可承受的负担，且不存在合理性

原因，则可以认为法定婚后财产制的保护目的落

空。在我国，尽管理论和实践中承认，一方因为照

顾家庭没有收入，离婚时应当获得补偿，也规定

了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能力的另一方应

当给予适当帮助，但民法典中缺少对离婚后抚养

费请求权以及养老金补偿请求权的规定，法定婚

后财产制以及与之对应的离婚时财产分配制是保

护在收入上受婚姻不利影响一方的核心，因此更

应当谨慎对待婚姻双方通过约婚姻协议排除婚后

法定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度以婚姻家庭伦理关怀为最高追

求，无论采纳何种立法模式，均倾斜于保障因离

婚导致利益失衡的弱势一方的婚姻合理预期与财

富分配的公平。法定婚姻财产制和离婚财产分配

制度的目的恰恰是，保护在婚姻中为了照顾家庭

成员，特别是为了照顾子女或者对方父母，放弃

或减少工作，因此没有收入或收入较少的一方。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职业上的不利嗣后很难

弥补。婚姻中的一方放弃婚后共同财产制以及放

弃离婚后分配财产，意味着放弃法律的保护。 

在现代合同法中，合同自由理论受到的限制

越来越多，婚姻中财产关系更不应当简单地由私

人自治决定。婚姻承载了很多社会功能，比如教

育子女、照护老人、共同生产或再生产等，合同自

由在夫妻财产协议中应当受到更大限制，合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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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必然不能使对一方严重不利的夫妻财产协议合

理化。对婚姻财产协议的审查应当是“双重”的：

效力审查和权利行使审查，前者在订立合同时审

查合同的效力，后者在分配财产时审查是否允许

主张合同约定内容。由于法定婚后财产制和离婚

财产分配制是以社会典型婚姻模式构建，法律必

须强调婚姻是一个共同体，婚后财产增加是双方

共同努力的结果，离婚时也理应平均分配。如果

婚姻双方约定分别财产制或者离婚时不得分配各

自的财产，这应当以婚后双方都工作、且平均分

担家务为前提条件。 

即使夫妻财产协议订立时不存在限制其效力

的因素，离婚时一方当事人主张约定分别财产制

而拒绝分配婚后增加财产时，也要审查是否存在

滥用权利的情况。婚后生活脱离签订合同时的预

想，其中一方婚后主要经历集中于照顾家庭的，

离婚时另一方主张婚姻财产协议的，属于滥用权

利。效力控制和行使控制目的是处理不同的问题，

前者处理的是因迫不得已而订立的夫妻财产协议，

后者处理的是过分乐观而订立的夫妻财产协议。

我国理论和司法实践应当对夫妻财产协议予以更

多的关注，以保障婚姻中为照顾家庭投入更多时

间和精力一方的财产利益。 

李锡鹤：论“死者”无法律地位——兼论作者死后著作权归属 | 前

沿 

2022-07-02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s://mp.weixin.qq.com/s/9HBVvdEOF4TxuDj6FKy5iA 

内容提要：汉语“死者”表示人死以后，实际

指死后之人。民法学界普遍主张保护死者：或主

张死者有权利，并阐述了相关理论，可称“权利

说”；或主张死者有“法益”，也阐述了相关理论，

可称“法益说”。“法益说”又发展为系统的“人

身权延伸保护论”，已成主流观点。但除法律规定

外，“法益说”未提供法理根据，并未驳倒“权利

说”。死人非人，死后之人是伪概念。死者保护理

论对主体、人格、人身、归属、权利、权利能力等

一系列法学基本范畴存在误解，甚至影响了著作

权法。法律的宗旨是定分止争，死者非现实之存

在，只存在于意识中，不可能为任何行为，不会参

与分争。法律无需保护死者，也不可能保护死者。

任何被解释为保护死者的法律，实际保护的均是

生者。 

关键词：死者 人身权延伸保护  作者死后

著作权 

简目 

一、两种观点 

二、澄清相关概念 

（一）死者非现实存在 

（二）关于主体、人格、归属、权利 

（三）关于人身 

三、“死者保护说”具体破绽 

（一）生命人权利能力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

亡 

（二）关于权利消灭与权利能力消灭之关系 

（三）区分死者与死者生前 

（四）人身遗存权和死亡赔偿 

四、作者死后著作权归属 

（一）著作权是权利组合 

（二）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规定 

（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逻辑困惑 

（四） 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归属法理根据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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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者生前未发表作品著作身份权归属

分析 

一、两种观点 

人死以后，现习称死者。死者有无法律地位，

法律无法回避，学界普遍持肯定意见，只是有些

委婉。 

《民法通则》第 9条：“公民从出生时起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

事义务。”全句不见“但书”。 

《民法典》第 13条：“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

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

利，承担民事义务。”全句亦不见“但书”。 

条文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自然人”两个

概念，本文须先作界定。 

“自然人”是一个法学范畴，相对于法人，表

示有生命的主体。法律上之主体指权利享有人，

有生命的人未必是法律主体，如奴隶。本文称有

生命的人为“生命人”，以区别“自然人”。法

人是拟制主体，即本来不是主体，法律视为主体，

是无生命的主体。 

“权利能力”也是一个法学范畴，可理解为

取得权利的资格，本质上是取得权利的条件。所

谓 “民事权利能力”，只能理解为民事领域之

权利能力，意味着存在非民事领域之权利能力，

似可称“非民事权利能力”，法理上应指“政治

权利能力”。自然人权利能力不能分割，享有民

事权利能力即应享有政治权利能力，享有权利能

力即应享有完全权利能力，包括民事领域和非民

事领域——政治领域。 

根据现代法理，任何生命人均为法律主体，均

享有权利能力。根据《民法通则》和《民法典》，

生命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据此，说得

通俗些，就是：任何人终身受法律保护，从出生时

起至死亡时止。言外之意就是，任何人出生前和

死亡后法律均不予保护，原因不言而喻：任何人

出生前和死亡后均不是人。 

然而，学界普遍认为，生命人出生前——胎

儿，死亡后——死者，均受法律保护，这就令人困

惑了。关于胎儿的法律地位，笔者已有专文分析。

[1] 本文探讨死者的法律地位。 

我国迄今未见明确规定死者为法律主体的法

律，但学界有自己的解释。 

1.主张死者享有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 1989 年 4 月 12 日《关于死亡

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吉文贞（艺名

荷花女）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陈秀

琴亦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 1990年 10月 27日《关于范应

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

程序问题的复函》：“海灯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

法保护，作为海灯的养子，范应莲有权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两个司法解释均确认：人死以后仍享有名誉

权。享有名誉权，当然享有权利了；享有权利，当

然享有权利能力了；享有权利能力，当然是法律

主体了。最高人民法院公然挑战了当时实际上的

民法典——《民法通则》，令人震惊。 

但有学者为上述两函提供了理论根据：“谁

享有权利，谁具有权利能力，不过是立法者根据

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来确定的。在奴隶社会，

奴隶不是权利主体，而只能作为权利客体；在封

建社会，妇女不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这些，一方

面说明法律对权利和权利能力的确定是由统治阶

级的意志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法律对权

利和权利能力的确定，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和改进的。所以说，法律赋予

死者名誉权并不违反民法学理论。从我国目前立

法角度来看，民法通则虽然作出了公民的权利能

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规定，但法律的功能不

仅仅在一般性调整上，还具有特殊的保护功能，

这就是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我

国著作权法关于作者死后其著作权利的保护期限

的规定，继承法关于胎儿权益的保护性规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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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单纯从民法学理论上讲，与民法通则关于权利

能力的一般性规定是相矛盾的。而立法者又偏偏

做出了这相互矛盾的规定。这只能说明权利和权

利能力是可以由立法者根据社会利益的需要而进

行调整的。所以，如果立法者在民法通则修正案

或未来的民法典中直接规定死者享有名誉权，是

可行的。这样，保护死者的名誉，也就有了法律上

的依据，学者间的诸多争议也就随之迎刃而解

了。”[2] 

有学者进一步从“法律逻辑”的角度，为死

者权利辩护，如龙卫球教授认为：“我国学者多

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 9 条规定‘公民从出

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

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仅依此逻辑，既然

权利能力消灭了，自然人死亡以后则应不再可以

享有任何权利，对死者人格仍然加以保护不符合

法律逻辑。不过，本书认为，这种看法其实也未必

就符合法律逻辑。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是两

个独立的问题，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自然

人权利能力之消灭，以死亡为根据，但人格权虽

然因出生而产生，却不能说一定因死亡而终止。

自然人死亡，使权利能力消灭，权利主体不复存

在，但只是使权利失去主体，并不是消灭了权利，

否则无法解释财产权的继承问题，更无法解释著

作权明确规定死后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事实。有些人格权利，其存在

目的与本人生命有不可分割之关系，本人死亡则

损及其目的，故该权利应随同消灭，如生命权、健

康权、自由权，应随同人之死亡而消灭。但有的权

利则并不如此，如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姓名

权、肖像权，它们的存在目的并不完全依附人的

生命，涉及人类的整体尊严和善良风俗，故有延

后存续和保护的价值，不宜使之随同人的生命终

止而立即消灭。”[3] 

2.主张死者享有“法益” 

最高法院的观点后来发生变化，1993年 8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答>》第 5条：“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

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引文出现“死者名誉”概念，不见“死者名

誉权”字样，实际上表明最高法院修改了过去的

提法。可以推论，引文的逻辑是：根据《民法通

则》，权利能力终于死亡，死者因此没有权利能力

——因此没有权利——因此没有名誉权，但有名

誉。至于名誉与死者的具体关系，最高法院未作

说明。 

学界亦为此说提供了理论根据： 

《人格权法新论》一书指出：“对死者名誉可

以作为一种法益来保护。所谓法益，是指应受法

律保护之利益。…… 法律不仅仅保护权利，而且

还保护超出权利范围的合法利益。如前所述，保

护死者的名誉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

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死者名誉应该作为

一种合法利益而存在，并受到法律的切实保

护。”[4] 

《人格权法》一书指出：“死者的名誉本身就

是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法益。从我国侵权

法的规定来看，其保护的对象也不限于法定权益，

还包括合法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 106条的规定，

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财产’或‘人身’，

在这里，‘财产’和‘人身’并非仅限于财产权

和人身权，还包括了未形成为权利的财产和人身

利益。既然保护死者的名誉不仅是死者自身利益

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因此应该作为

一种法益加以保护。”[5] 

《侵权责任法原理》一书进一步指出： 

传统侵权责任法仅仅对民事权利的侵害提供

救济，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侵权责任法的保

护范围不断扩大，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不限于财

产权和人身权等民事权利，还包括一些合法的人

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必须通过对侵权行为作扩

张解释：侵害的‘权’不仅包括民事权利，而且

包括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学者一般认为，权利

与其他法益有划分之必要，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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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称做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

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其他法益。 

民事法益有两层含义，首先指民事权利的具

体内容；其次指独立于民事权利但仍然受到民事

法律保护的财产或人身利益。这里研究的是后者

作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问题。民事法益具有

类似民事权利的某些属性但又有不同于民事权利

的特征，部分民事法益可能上升为民事权利而另

一部分则只能以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形态存在。

[6] 

上述观点并未直接否定生命人权利能力始于

出生终于死亡，但主张生命人出生前和死亡后，

均可享有法律保护的“利益”，称“法益”。此

说被称为“人身权延伸保护论”（以下简称“人

身权延伸论”）：“民事主体人身权延伸保护，是

指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

其在诞生前或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身法益，所

给予的延伸至其诞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

护。”[7] 

“人身权延伸论”影响甚广，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长唐德华主编，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以下简

称《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理解与适用》）认为：“近

代民事立法中一般均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

于出生，终于死亡，但同时也有对自然人的人身

权作延伸保护的规定。也就是说，法律在保护自

然人的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诞生前或死亡后

依法享有的利益，给予延伸保护。……姓名、肖像、

名誉、荣誉均属于人格权的范畴，人格权是民事

主体的一种专属权利，只能由每个民事主体单独

享有。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人格权的这种属性，

决定了除自然人本人以外，任何他人均不可能通

过转让、继承来取得他人的人格权，所以自然人

死亡以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损害的事

实，不能视为其近亲属民事权利受损。法律和司

法解释保护的，不是死者近亲属的民事权利。现

代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生命终止以后，继续存

在着某些与该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存续期间已经

取得和享有的与其人身权相联系的利益，损害这

些利益，将直接影响到曾经作为民事主体存在的

该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在法律不够完备的情况下，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对自然人的人身权益给

予民法的延伸保护，体现了法律对民事主体权益

保护的完整性，也有利于引导人们重视个人生前

和身后的声誉，尊重主流社会的价值观。”[8] 

同书还指出：“人格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

和价值。人格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

属性表现为生命、身体和健康，其社会属性表现

为名誉、荣誉、姓名、肖像、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

等，是与特定民事主体的人身不能分离的固有的

人格利益，当其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时，就是

人格权。”[9] 

据此，“死者名誉”——以及“死者姓名”，

“死者肖像”，“死者荣誉”，与死者的具体关

系清楚了：均为死者之“法益”，区别于权利，是

人格权的社会属性，也是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对象，

在死者生前，则是“该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存续

期间已经取得和享有的与其人身权相联系的利

益”。如果说，此类“利益”因定语太长而不得

其要领，那么，引文另一句话就直接界定其为“人

格利益”，而且，“当其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

时，就是人格权。” 

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主编，民法

室参与立法的人员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释义》（以下简称《民法典释义》），概括了保

护死者的理由： 

“虽然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观点不同，包

括死者权利保护、死者利益保护、近亲属权利保

护、人格利益继承、家庭利益、延伸保护等诸多理

论，这涉及究竟是直接保护死者，还是通过保护

死者近亲属这些生者间接保护死者的争论，但对

死 者 人 格利 益 应当 予以 保 护 是存 在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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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 其中，直接保护“死者”的理由实际

上就是：死者有权利；或者，死者有利益。 

据此，关于死者的法律地位，有两种观点：1. 

“权利说”：死者有权利能力，因此是主体，有权

利；2. “法益说”：死者无权利能力，因此非主

体，无权利，但有“人格利益”，属“法益”——

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分财产“法益”和人身“法

益”。广义“法益”包括权利；狭义“法益”尚

未上升到权利，其中之人身“法益”即“人格利

益”。借用前引《理解与适用》的说法，“人格利

益”被法律确认为民事权利时，就上升为权利了。 

《民法典》第 994条【死者人格利益保护】：

“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

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

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

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显然，《民法典》采“法益说”。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

适用》（以下简称《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总

结了我国保护死者的立法过程： 

“一般认为，在我国法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

的保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保护

‘死者名誉权’阶段。在该阶段，法院认为即便

死者已经死亡（原文如此），不是民事主体也享有

名誉权。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死者的近亲属有权

提起诉讼。最有代表性就是 1989 年的‘荷花女

案’。……此外，还有 1990年的范应莲诉敬永祥

等侵害海灯法师案。……第二阶段为保护‘死者

名誉’阶段。该阶段，法院不再认为死者享有名

誉权，只是享有名誉，但仍应受到法律的保

护。……第三阶段为保护‘死者人格利益’阶段。

在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最高

人民法院于 2001年发布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

释》，该解释第 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保护问题。

法律不仅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保护，还将保护的范

围扩及死者的姓名、隐私、肖像、荣誉等人格利益

以及遗体、遗骨等。”[11] 

据此，法律保护死者的历史已很清晰，理论已

成体系，相关内容已是民法教材的经典内容。 

 [1] 参阅拙文《胎儿不应有法律上利益——<民法总则

草案>第 16 条质疑》，载 2017 年第 1 期《东方法学》。

2017 年 3 月 15 日《民法总则》公布，第 16 条规定：“涉

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

力自始不存在。”与《草案》第 16 条内容无区别。2020

年 5 月 28 日《民法典》公布，《民法总则》成为《民法

典》的“总则”，文字几无变动，序号亦未变动，第 16 条：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的保护，胎儿视为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

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比《民法总则》第 16 条多了一个

逗号。 

[2]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第 441 页－442 页。 

[3] 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第 300 页。 

[4]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版，第 445 页。 

[5] 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6 页。 

[6]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第 12 页。 

[7]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年

1 月修订版，第 298 页。 

[8] 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01年 7 月版，第 42 页。 

[9] 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第一庭编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

题的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26

页。 

[10]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

版社 2020年 7 月版，第 1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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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

出版社 2020年 7 月版，第第 63～65 页。 

二、澄清相关概念 

（一）死者非现实存在 

不难发现，关于死者的法律地位，“法益说”

修正了“权利说”，理由是；立法规定，生命人主

体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死者”不能

有权利。 

而，从本文引文可知，“权利说”也有自己的

理由：“谁享有权利，谁具有权利能力，不过是立

法者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来确定的。” 

“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有些人格权

利……它们的存在目的并不完全依附人的生命，

涉及人类的整体尊严和善良风俗，故有延后存续

和保护的价值，不宜使之随同人的生命终止而立

即消灭。”（见前引文）说理论证可谓头头是道，

底气很足。 

遗憾的是，对于上述理由，“法益说”未作任

何批判。在民法论文和专著之生产犹如火山喷发

的中国，这种情况难谓正常，是否反映了法理在

民法学界的曲折命运？ 

众所周知，法官撰写判决书，必须以法律为判

决根据；但学界争议具体法条，不能以被争议法

条为立论根据。实际上，学者们（包括前引学者在

内）从“权利说”转变为“法益说”，除了承认

立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以外，并未交

代任何法外理由，难免给人一种迫于压力的印象。

“法益说”涉及主体、人格、人身、利益、法益、

权利、人格权、人身权等众多概念，但各概念或未

界定，或界定随意粗疏，关系并不清晰。可以认为，

“权利说”虽无法律根据，但提供了自己的法理

根据；而“法益”说虽提供了法律根据，但并未

提供法理根据。学术争鸣中，法理根据无疑应比

法律根据更加“根据”一些。 

然而，无论“权利说”还是“法益说”，均不

成立。 

需要指出，学界用“死者”笼统地表示人死

以后，但“人死以后”言不尽意，所指并不明确，

并非死者定义。毋庸讳言，死者实际上表示“死

后之人”。但死人非人，“死后之人”是伪概念。

设：张三因车祸当场死亡，死于现场的是张三，非

死者；躺于现场的是张三的遗体，亦非死者；对认

识张三的人来说，张三已经成为记忆；对不认识

张三的人来说，张三只是一些间接获取的信息。

如不信邪，那么，死者并非现实的存在，而只存在

于人们的意识中。恕笔者直言，死者如有“人格

利益”，或其他任何现实属性， 不过是“鬼”的

雅称。 

在法理上，任何行为后果都无法归属于死者。

通常所谓向特定死者表示哀悼，真实意思是对特

定死亡之发生表示悲痛，行为相对人并非死者，

通常是死者生前之近亲属。现实亲属关系中，一

方去世，生存方原法律身份终止，权利义务消灭，

但名义上仍保留原来身份，如配偶身份，子女身

份，双亲身份。这是一种名义身份，反映生存方与

死者生前的身份关系，而非与死者的身份关系，

不发生权利义务。生存方一旦取得与名义身份相

冲突的法律身份，如再婚，被收养，名义身份即时

终止。任何利益都无法“延伸”给死者。死者不

可能取得或丧失任何权利或利益，不发生任何权

利问题或利益问题。死者非法律意义之存在，不

可能进入任何法律关系，不可能成为主体，也不

可能成为客体，不可能有任何法律地位。法律无

需保护死者，也无法保护死者。主张死者有权利

或“法益”，须法律保护，不仅挑战了法理，也挑

战了科学。 

当然，为进一步认识“权利说”和“法益

说”，尚需分析其具体论据，为此须先澄清相关

概念。 

（二）关于主体、人格、归属、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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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之主客体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主体即支配者，客体即被支配者。民法之支配，指

在对象上实现自己的意志，只服从法律，可对抗

不特定人。因此，主体必须有意志。欠缺行为能力

人无法律上意志，其中：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来，

法律必须保护；根据现代社会的伦理，成年人欠

缺行为能力，也必须享有人的待遇，受法律保护。

立法因此创设监护制度，视监护人意志为欠缺行

为能力人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因此有法律上意

志。离开监护人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

格停留于法律条文，毫无意义。拟制主体无真实

意志，但拟制主体是自然人支配稀缺资源之重要

媒介，是交易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之必要构

造，法律必须保护。立法因此规定，拟制主体须有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之职务行为意志构成拟

制主体之意志，即拟制意志，区别于真实意志，但

为法律所承认。法律上之意志是法律主体之根据、

核心、灵魂。 

现代汉语中的“人格”一词，是多义词，在伦

理学中表示尊严、价值、道德等；在心理学中表示

个性；在人格主义哲学中表示“自我”、“唯一

的存在”；在法学中表示主体资格，本质上是意

志的形成资格，表现为意志的表示资格。人格作

为法学概念使用时，不应表示人格在其他学科中

的含义；如果表示，应作说明。前引《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理解与适用》认为：“人格指人之所以为

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法学中，人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有主体资格；享有主体资格，应该享有人

的尊严，但资格本身不是尊严，主体资格也不是

一种价值。视人格为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实

际上混淆了人格的法学含义与伦理学含义，推论

当然不成立。 

法律是行为规范，规定了可支配稀缺资源的

归属关系和归属程序。法学中的归属，指可从对

对象的全部支配方式中，任意选择支配方式，也

就是完全支配资格。稀缺资源归属者享有对归属

对象的支配资格，此资格即权利，表现为法律确

认的特定行为资格，本质上是特定意志的实现资

格。 

（三）关于人身 

所谓主体支配客体，其实是主体的意志支配

客体。意志属意识范畴，只存在于意识领域，不能

直接作用客观世界，而必须表现于外，成为行为，

借助行为形式作用客观世界。行为是主观见诸客

观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承担物。行为承担物存在

于意志以外，是意志的“表现介质”，能满足主

体需要，对主体有价值。根据公序良俗，此价值或

可量化，或不可量化，因此行为承担物可分两类： 

1. 可量化，故可交换，无专属性，即财产。 

2. 不可量化，故不可交换，有专属性，又可

分为： 

（1）主体不可欠缺，有固有性，如人之身体。

此处所谓不可欠缺，并非指身体任何部分均不能

与主体物理分离，而是指只能受该主体自己支配，

不能受他人支配；或者说，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下，

与主体同始终，例外情况须有法定程序，如手术

治疗。主体不可欠缺的行为承担物是主体的“身

内”客体。意志无法单独存在，主体的身内客体

实际上构成主体意志的“载体”，主体的存在形

式。主体即由意志及其“载体”组成，此即主体

之结构。 

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人本质上是意志的存在形式，

法律主体本质上是法律确认的意志的存在形式。

法学需要一个范畴，表示主体固有的支配对象，

主体的存在形式，以区别主体的核心，此即法律

之“人身”，由要素组成，分有形与无形两部分。

有形部分包括：生命、健康、身体、行动——表现

为行为，实为完成行为的脑力和体力。无形部分

包括：姓名（拟制主体为名称，网络世界为域名）、

肖像、名誉、隐私。 

（2）主体可欠缺，无固有性，如荣誉，准用

“人身”不可交换规定，似可称“准人身”。通

说认为荣誉权是人格权，不能成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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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界对“人身”概念存在重大误解。 

一种观点认为：人身是人格+身份：“人身指

人格和身份，人格包括生命、健康、名誉、荣誉等

作为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内容。”[13]“人身关

系，指与人身密切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

其中的‘人’指人格，‘身’指身份，合称为‘人

身’。”[14] “所谓人身，是‘人格’和‘身份’

的总称。”[15] 据此，“人身”并非不同事物的

抽象，而是复数事物的简称。 

身份是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民法规定之身

份应有民事意义，即反映权利关系（义务关系是

权利关系的逆向表述），可分两类：1. 权利之结

果，逻辑上是权利派生身份，如物权主体有物权

人身份，债权主体有债权人身份；2. 权利之根据，

逻辑上是身份派生权利，如亲属身份发生亲属权，

作者身份发生著作权，荣誉权人身份发生荣誉权。

因身份关系发生的权利称身份权。此处讨论的是

第 2类身份。 

传统民法的身份权限于亲属法，包括夫权、父

权、家父权、亲属权等，但法律关系内双方法律地

位通常不平等。在法理上，作为专门的法律部门，

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本法律

关系内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前者平等，后

者不平等。规定不平等身份权的“民法”是虚假

民法，有民法之名，无民法之实。近代以来，在亲

属法以外的领域，法律也逐渐确认了身份权，如

非亲属关系之监护权、荣誉权、知识产权身份权

等。现代民法身份权关系内，双方法律地位平等。 

身份权人必须支配（利用）自己的身份，方能

行使身份权。在这一意义上，身份是身份权人意

志的表现介质和行为承担物，身份权人的支配对

象，构成身份权客体。身份只能受身份权人支配，

不能受其他主体支配，即有专属性；身份权人丧

失身份，不成为身份权人，身份为身份权人所不

可欠缺，即有固有性。 

然而，身份权人丧失身份，并非不能成为主

体，而是不能成为身份权人。因此，作为身份权客

体之身份，可与主体分离，近似于主体的一件专

用外衣。如果说，生命、健康、身体、行动、姓名

（名称）、肖像、名誉、隐私等有形和无形人身要

素是实质性要素，固有性是绝对的，那么，身份则

是人身的表象性要素，固有性是相对的。 

法律关系表现为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义务

关系的背后是当事人双方取得权利的资格关系，

这意味着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主体资格关系，即人

格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身份关系本质上属

人格关系，身份关系与人格关系并非同一位阶的

范畴，不能并列。如果人身就是人格+身份，那么，

所谓人身内容、人身性质、人身关系，只能理解为

人格内容和身份内容，人格性质和身份性质，人

格关系和身份关系，显然违背法理。而且，作为因

财产归属发生之法律关系，财产关系本质上也是

人格关系，也具有人格性质和人格内容，是否人

身关系包含财产关系呢？ 

汉语“人身”一词恰巧由“人”和“身”两

字组成。把人身解释为人格+身份，恐怕是望文生

义。如因人身权可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推论人

身就是人格+身份，那是想当然。 

顺便指出，上述引文中：“人格包括生命、健

康、名誉、荣誉等作为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内容。”

不能成立。上文指出：法学之人格指主体资格，非

主体组成部分。生命、健康、名誉为人身要素，主

体不可欠缺。荣誉非人身要素，法理上属准人身，

主体可以欠缺。人身要素与准人身均非主体资格。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身是一种利益，如：“人

身是民事主体在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上所体现的，

与 其 自 身不 可 分离 ，应 受 法 律保 护 的利

益。”[16]“受害人过错指受害人一方未能尽其

合理注意，或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人身

及其他利益，致使其与加害人可归责的行为合致

而给受害人造成损害。”[17] 

有些论著，虽然没有直接、明确地把人身定义

为利益，或者，虽然主张人身是人格+身份，但主

体人身的诸实质要素和表象要素，分别被称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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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利益、健康利益、身体利益、姓名利益、肖像利

益、名誉利益、隐私利益、身份利益，实际上也视

人身为利益。 

需要指出：“利益说”意味着“人身”即某

类共性，某种抽象，属单一范畴。主张“人身”是

单一范畴是理解“人身”概念的起点，是对“人

身”认识的重大进步，但“利益说”不成立。| 

法学理论常见“利益”一词，但从不界定，导

致学者随意使用。“利益”的本义就是好处，并

非法学范畴。法学需要人身范畴，是为了表示主

体的固有客体和存在形式。在人身之内区分利益

与非利益（好处与非好处），毫无意义。而主体之

外，存在可支配稀缺资源与非可支配稀缺资源之

别，交换价值载体与禁换价值载体之别，法律保

护与法律不保护之别，必须区分，故法学需要利

益概念。但法学之“利益”须具备三个条件：1. 

为“身外之物”。“利益”必须有归属人，但不

能归属于“利益”自己。在法律上，“利益”的

归属人就是法律上的主体。“利益”只能有利于

主体，不能有利于“利益”自身。因此，“利益”

必须在主体“身”外，并非主体之组成部分。否

则，“利益”有利于主体，蕴含“利益”有利于

“利益”，违反“利益”本义。这意味着主体的

利益与主体是分离的，如果人身是主体的利益，

人身必然可与主体分离；如果人身与主体不可分

离，那就不是主体的利益。2. 受法律保护。法律

中的“利益”必须具有法律意义，即为法律所确

认，受法律保护。法律是对权利的规定（对义务的

规定是权利规定的逆向表示形式）。法律只保护

权利，即权利主体对权利客体的支配资格。法律

通过保护权利客体保护权利。法学中的“利益”

既受法律保护，只能是主体的权利客体。应注意

区分“有利”与利益。“有利”仅表示有利于特

定主体，未必受该主体支配，如某地气候有利于

某人健康。不受特定主体支配的“有利”，并非

该主体法律上的利益，主体不能请求法律保护不

受其支配的“有利”，如不能因气候于己不利而

请求法院救济。3. 可以计量。法律必须平衡当事

人各方的利益，因此法律上的利益必须可以计量，

不可计量之利益非法律之利益。具备以上三条件

者，唯有财产。在法学中，“利益”与财产其实含

义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利益”只有在与其归

属人的关系中才成为归属人的利益。这意味着利

益是一种“向量”，不存在“无主利益”；而财

产不是“向量”，存在无主财产。可以得出结论：

“人身”虽是单一概念，但并非法律意义上之利

益。 

通说一直以“人格利益”表示人格权客体，

不见一个字的论证，但学界均能接受，实在令人

不解。有学者揭示了人格与利益的联系：“人格

这一概念在法律上有三重涵义：第一，是指具有

独立法律地位的民事主体。……第二，是指作为民

事主体的必备条件的民事权利能力，即成为民事

主体所必须具备的资格。……第三，是指人格权的

客体，即民事主体在人格关系上所体现的与其自

身不可分离，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此意义上

使用人格，就是指人格利益，单指人格权的客

体。”[18] 

需要指出，人格概念是古代罗马法学家提出

的，是从主体概念派生的范畴。当时法学初创，主

体概念与主体资格概念尚难清晰区别，后世的法

学家也经常用人格表示人格享有者，即法律主体。

但主体与主体资格毕竟是不同的概念。主体不能

既是人格，又享有人格。今天，法理已能明确区分

主体与主体资格，不应继续混用人格概念与主体

概念。取得权利的资格，或者说，成为主体的资格，

应用主体资格即人格表示。权利义务承受人，应

用主体表示，不应用主体资格表示。在法学中用

人格表示主体，是一种不规范的用法，常常是对

人格一知半解的结果，不足为训。 

据引文之“第三”，所谓“人格利益”即人

格，那么，为什么不称“人格”，而要称“人格利

益”呢？“人格利益”中之“人格”又是什么意

思？如解释为主体资格，主体资格是一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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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只能归属主体，不能归属资格，主体资格不

发生利益问题。如解释为主体，则“人格利益”

就是主体利益，如何与财产权客体相区别？实际

上，所谓“人格利益”只是学者们为构建人格权

理论而杜撰的伪概念。 

[12] 参阅拙著《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第 2 版，第 540～543 页。 

[13] 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8 页。 

[14] 彭万林主编：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修订第 1 版，第 5 页。 

[15] 江平主编：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民法

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版，第 36 页。 

[16]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 年

版，第 253 页。 

[17] 唐德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

法院出版社 2001年 7 月版，第 75 页。 

[18]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年

1 月修订版，第 81 页。 

三、“死者保护说”具体破绽 

（一）生命人权利能力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

亡 

主体本质上即意志之存在形式。法律定分止

争之适用范围限于法律主体，本质上限于意志。

所谓人格、主体资格、权利能力，均以意志为其充

要条件和唯一根据。权利能力之存续期间即意志

之存续期间，此即权利能力存续期间之法理根据，

就生命人而言，只能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无任何

“例外”之理由。“人身权延伸论”虽然否定胎

儿和死者的权利能力，但延伸人身权意味着延伸

权利能力，实际上自相矛盾。 

德国著名法学家祁克曾指出，法律主体是与

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但受到学者的批判：“这

一学说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联系在一

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为能力的基础而不是

权利能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没有

必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奴隶有意思能力，但不

能成为法律主体，而在当代民法上，无意思能力

的人（无行为能力人）却享有权利能力，具有主体

资格。”[19] 

引文所言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意思能

力就是意识，意识必须通过意志形式方能表现于

外。意识、意志是人类区别于万物之本质属性。在

法理上，承认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着承认

该事物是人，必须享有人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奴

隶有意思能力，但无主体资格，原因是奴隶的意

思能力不为社会所承认。奴隶与牛马均被排除在

社会以外，但在古代罗马，奴隶可参加主人的宗

教活动，可以被解放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为

继承人，继承其人格，死后其尸体和坟墓受到保

护。[20] 原因就在于奴隶是人，实际上有意思能

力。此类待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成员资格，

但毕竟使奴隶与牛马的地位有所区别。历史废除

了奴隶制度，赋予解放的奴隶以主体资格，但没

有赋予牛马以主体资格。原因就在于奴隶的意思

能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牛马没有意思能力。

因此，奴隶没有主体资格的事实，不是否定而是

肯定了主体资格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上文指出，在法理上，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

人意志为自己意志。因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

行为能力人享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同样不是否定

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二）关于权利消灭与权利能力消灭之关系 

“权利说”认为：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

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

此说不能算错，而且颇具法理性。权利消灭与权

利能力消灭是内容不同的判断。权利消灭分绝对

消灭与相对消灭：绝对消灭指权利已不存在，如

标的物毁损灭失，债务之完全清偿；相对消灭即

权利移转。无论哪一种，权利人均已不享有该权

利，但仍可以享有其它权利，包括可以享有已经

相对消灭的权利，如买回已经出卖的标的物。这

意味着原权利人的权利能力并不消灭。而权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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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消灭指权利人不再是法律主体，不能享有任何

权利，无绝对相对之别。权利可法定发生，也可意

定发生；可法定消灭，也可意定消灭。权利能力只

能法定发生，法定消灭。传统社会有“人格减等”、

“民事死亡”等限制、消灭民事权利能力的制度，

现代社会已经废除。在法理上，所谓剥夺生命人

人格，就是使生命人与人格分离，分离的前提是

生命人生命之存在；所谓剥夺生命人权利，就是

使权利人与权利分离，分离的前提是权利人生命

之存在。现代法律的直接根据是生命人人格平等。

从这一根据出发，公民的人格不能剥夺；公民的

人格权可以非歧视性限制，也不能剥夺。现代法

律中的死刑剥夺的是生命，不是人格，也不是权

利。主体即权利能力之载体，主体死亡后，已非现

实存在，不发生是否享有权利能力问题，故不发

生权利能力消灭问题。死者不享有人格和权利是

生命终止的结果，不是法律剥夺的结果。换言之，

根据现代法律，在公民的生命存在的时候，公民

的人格和人格权是不能剥夺的；而当公民的生命

终止以后，死者已无人格和权利，无需再行剥夺。

严格地说，在现代社会，特定对象可不发生权利

能力，特定主体不能丧失权利能力，意味着权利

能力不能消灭。 

权利可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可与权

利人分离，人身权不可与权利人分离。“权利主

体不复存在”后，原财产权可通过继承归属于他

人，原身份权可因身份归属于他人而归属与他人，

但原人格权不可归属于他人。不区分权利的性质，

笼统认为主体死亡后，原权利均可归属于他人，

违背法理。 

（三）区分死者与死者生前 

《民法典释义》列举了侵犯死者“人格利益”

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侵犯死者人格利益的

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故意冒用已故画家的姓名作

画销售，擅自使用已故名人的姓名制作商标或者

作为法人的名称组成部分，记实性作品中披露死

者的隐私，故意诋毁死者的名誉，非法利用和损

害遗体，等等。”[21] 

所谓“已故”，当然表示已经去世。因此，作

者称“已故画家的姓名”，“已故名人的姓名”，

意在表示死者的姓名。然而，严格地说，姓名归属

者应为故前之画家、名人。死者的姓名与死者生

前的姓名当然存在区别。作者未注意这一区别，

此亦为“法益说”失足之原因。 

在法理上，“法益说”所谓死者的名誉，应指

死者生前的名誉。人死后无表现，或可谓“表现”

无区别，不发生名誉好坏问题，保护死者名誉岂

非荒唐？实际上，“法益说”所谓死者的“法

益”，包括姓名、肖像、名誉、隐私、荣誉，均归

属于死者生前。称死者生前的“法益”为死者的

“法益”，符合习惯，通常亦不至于发生歧义，但

存在根本性破绽，违背法理，经不起推敲。以此交

流思想，或无障碍；以此为根据构建法学的死者

保护理论，则如在沙堆上建筑高楼了。 

有学者认为：死者的名誉遭到侵害时，其遗属

的名誉也往往会遭到侵害，这两者之间的连结点

就是家庭名誉。家庭名誉是冠于一个家庭之上的，

对于一个家庭的信誉、声誉的社会评价。个人名

誉是家庭名誉的组成部分，家庭名誉是对家庭成

员名誉的一种抽象。家庭名誉并不因为家庭个别

成员的死亡而消灭。因而在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侵

害时，家庭名誉也就必然遭到侵害。[22] 有学者

认为：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际上侵害的是其遗

属的名誉权。[23] 

引文所谓“死者的名誉”，死者的“家庭名

誉”，其实是死者生前的名誉和死者生前的家庭

名誉。死者生前名誉与死者的遗属名誉是不同概

念。侵害死者生前名誉未必侵害其遗属名誉。如

果侵害死者生前名誉的同时也侵害了其遗属的名

誉，遗属如行使本人的名誉权，只能请求法律保

护自己的名誉，不能请求法律保护死者生前名誉。 

死者生前名誉与死者生前的家庭名誉也是不

同的概念。家庭的名誉不等于家庭各成员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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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各成员各有自己的名誉。侵害死者生前名誉

未必侵害死者生前的家庭名誉。家庭不是法律上

的主体，不享有名誉权。如果侵害死者生前名誉

的同时侵害了死者生前的家庭名誉，家庭不能请

求法律保护其名誉。因家庭名誉受侵害而自己名

誉受侵害的家庭成员，如行使名誉权，只能请求

法律保护自己的名誉，不能请求法律保护家庭的

名誉。 

（四）人身遗存权和死亡赔偿 

人身是主体的存在形式，准人身是主体专属

的“身外之物”。人身与准人身是不同概念，但

两者并无绝对界限。 

生命人去世后，生前人身并非即时消灭，在相

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将遗存于社会中，包括两个

部分：1. 有形人身遗存，即死者生前有形人身要

素的转化物，包括遗体，遗骸和骨灰。2. 无形人

身遗存，即死者生前的无形人身要素，如姓名、肖

像、名誉、隐私等。因此，生命人去世后，发生两

类遗存：（1）财产性遗存，即遗产。（2）人身性

遗存，即有形和无形人身要素在世上之遗存。 

遗产是可支配稀缺资源，为定分止争，必须规

定归属。继承法就是规定遗产归属之法律。人身

遗存呢？ 

死者是昨天的生者，生者是明天的死者；死者

生前有亲朋友好；有些死者生前对民族、国家、社

会有巨大影响。因此，如何对待死者生前人身之

遗存，必然对生者产生影响，尤其对死者生前的

亲朋友好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对整个民族、国家、

社会产生影响。对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侵害，

实际上是对生者精神的侵害，尤其是对死者近亲

属精神的侵害。 

所以，法律有必要像规定遗产的归属一样，规

定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归属。如果死者生前没

有相反遗嘱，可推定死者生前已决定，死后人身

遗存归属于近亲属，即由近亲属支配。据此，遗体、

遗骸和骨灰，在尊重死者生前意志的前提下，生

前近亲属享有处置权，当然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死者生前无形人身之遗存，生前近亲属享有管理

权。如果死者生前没有近亲属，可推定死者生前

已决定，死后人身遗存归属于国家，即由国家处

置自己的有形人身遗存和管理自己的无形人身遗

存。如果侵害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同时侵害了

公共利益，国家应享有诉权。 

可见，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属可支配稀缺资

源，已规定归属，有专属性，不受其它主体支配，

但并非归属人人身的组成部分，而是死者生前近

亲属专属的“身外之物”，绝对性身份根据，属

“准人身”。在法律范围内，生前近亲属享有对

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支配资格，此即人身遗存

权，属绝对性身份权。法律保护死者生前人身之

遗存，并非保护死者或死者生前的人格权，通常

是保护死者近亲属对死者生前人身之遗存的人身

遗存权。视死者近亲属的人身遗存权为死者或死

者生前的人格权，显然混淆了法律关系。 

2. 关于死亡赔偿 

立法普遍规定，自然人因生命权受侵害而死

亡，发生死亡赔偿请求权，但请求权人并非死者，

而是死者的近亲属；赔偿范围包括近亲属的财产

损害和精神损害。可以发现，死亡赔偿的宗旨并

非救济死者的生命权，亦非将某类“法益”延伸

给死者。在法理上，死者无任何法律关系，社会关

系。死亡赔偿与死者已不相干，仅反映侵权人与

死者生前近亲属的债务关系。法律关于死亡赔偿

的规定，充分证明死者无任何法律地位。 

[19] 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1988 年版，第 224 页。 

[20] 参阅周枬：《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6 月版，第 129 页。 

[21]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

版社 2020年 7 月版，第 1817页。 

[22] 陈爽：《浅论死者名誉与家庭名誉》《法学研究生》

1991 年第 1 期。 

[23] 史浩明：《关于名誉权法律保护的几个理论与实践

问题》，《学术论坛》199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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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者死后著作权归属 

（一）著作权是权利组合 

多名学者指出：《著作权法》关于作者死后著

作权之相关规定，证明死者仍享有权利（见前引

文）。这可能是误解。  

通说认为，著作权是作者完成作品后发生的

一项新型权利，以作品为客体，包含财产权权能

和人身权权能，似可商榷。 

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是特定

主体作为一般主体而享有的权利，因主体之存在

而发生。身份权是特定主体作为特定主体而专享

的权利，因主体之身份而发生。著作权含人身权

权能，但此类权能非因作者作为一般主体而发生，

而因作者身份而发生。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属身份

权，非人格权。著作权不含人格权。 

权利是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资格，权能是权利

的表现形式。同一主体的不同行为资格可能表示

同一权利的不同权能，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权利，

应作区分，判断根据即主体的支配对象是否同一。 

法律规定可支配稀缺资源的归属关系和归属

程序，归属人即法律主体，所归属稀缺资源即其

客体。主体可支配客体，即在客体上实现自己之

意志，但限于主体资格存续期间。其中，可交换之

稀缺资源即财产。据此，自然人去世后，其生前财

产之归属须由法律专门规定。自古以来，人们普

遍认为，应许可自然人生前有条件决定遗产命运。

国家因此制定继承法，规定了法定继承、遗嘱继

承和遗赠等制度。 

法律主体通过行使权利，实现自己的意志，表

现自己的价值观念。作品蕴含作者的审美意识，

此审美意识是作者个人的，唯一的，具有强烈的

人身属性。作品是否署名，如何署名，是否公示，

如何公示，是否修改，如何修改，只能由作者个人

决定，任何人不能越俎代庖。法律保护这一关系，

规定作者享有身份权，不仅可支配作品，而且可

支配作者身份，意味着同时以作品与作者身份（表

现为署名）为客体，或者说以反映作者身份之作

品为客体，不可流转，不适用继承法。但法律许可

作者流转作品的财产价值，故又规定作者享有财

产权，仅以作品为客体，不反映作者身份，可以流

转。 

设：甲创作书籍 X，可支配 X 以获取财产，发

生财产权，称著作权。但甲创作 X前即为甲；如 X

发表前底稿毁灭或遗失，甲仍为甲，故 X 可与作

为一般主体之甲分离，非甲之人身要素。但 X 完

成后，关于署名、公示、修改之决定，反映甲之审

美意识和价值观念，只能由甲完成，甲应发生身

份权，此身份权构成著作权组成部分。在法理上，

甲之身份权客体是其身份之根据，虽可与作为一

般主体之甲分离，不可与代表特定主体的甲之身

份分离，实为甲之准人身。而作为著作财产权客

体之 X，是甲之无形身外财产，可以交换。因此，

著作身份权客体与著作财产权客体非同一事物，

意味着著作身份权与著作财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权

利，而非同一权利的不同权能。可见，因甲创作 X，

法律赋予甲对 X 的两类不同支配资格：一类是使

用 X（含许可他人使用），仅以 X为客体，或者说，

以不反映甲身份之 X 为客体，即著作财产权，包

括：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放映、广播、

网络传播、摄制、改编、翻译、汇编等；一类是关

于 X 之署名、公示、修改之安排，以 X 和甲之身

份为客体，或者说，以反映甲身份之 X 为客体，

不可流转，即著作身份权，包括发表、署名、修改、

保护作品完整等。甲转让著作财产权后，仍享有

一项完整的权利――著作身份权，并非仅享有著

作权的若干权能。同样，受让人也享有一项完整

的权利――著作财产权，并非享有著作权的若干

权能。可见，著作权并非单一权利，而是财产权与

身份权可分离之组合。 

需要指出，署名权的宗旨是表征作者身份。作

者可在作品上署真名、笔名，也可不署名。但不署

名无法表征作者身份，并非行使署名权，法理上

是行使不作为权，属人身自由权范畴。署名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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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署名权能。作者不署名发表作品，行使的是人

身自由权，非署名权，行为后果无法归属作者，意

味着作者被确认以前不发生著作权。 

（二）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规定 

1. 大陆法系规定 

（1）我国大陆立法 

作者去世后，著作财产权可以继承，著作人身

权是否消灭，可否继承，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学界

也存在误解。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

例》）第 15条：“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

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

或者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

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引文之“其”，显然

指代“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

整权”的权利人，在文义上，当然就是作者。然而，

第 15条并未明文规定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权。 

《实施条例》第 17条：“作者生前未发表的

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

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

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原件的所有

人行使。”引文之“其”，显然指代发表权权利

人，在文义上，当然就是作者。然而，第 17条并

未明文规定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权。 

此即我国大陆关于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的立

法现状。应该承认，主张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权

的某些权利，不能说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但相关

规定拐弯抹角，欲言又止，法理上存在重大破绽。 

（2）台湾地区立法 

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第 18条【著作人

死亡或消灭时，著作人人格权之保护】：“著作人

死亡或消灭者，关于其著作人格权之保护，视同

生存或存续，任何人不得侵害。但依利用行为之

性质及程度、社会之变动或其他情事可认为不违

反该著作人之意思者，不构成侵害。” 条文有

“著作人格权”概念，不能成立。前文指出，著作

权中的人身权因作者身份而发生，属身份权，非

人格权。条文中“其著作人格权”之“其”，显

然指代权利人，在文义上，当然就是作者。据此，

在我国台湾地区，主张作者死后仍享有著作身份

权，不能说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但相关规定亦拐

弯抹角，欲言又止，法理上存在重大破绽。 

（3）其他国家立法[24] 

法国、巴西的著作权法规定，作者去世后，作

者的相关人身权移转至其继承人。（《法国著作权

法》第 L.121-1 条，《巴西著作权法》第 24 条） 

《德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可以继承；著

作权人可通过遗嘱将著作权的行使转让给遗嘱执

行人。（28条） 

《意大利著作权法》规定：遗作的发表权属于

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但是，作者生前明

确禁止发表或者委托他人发表的除外。作者指明

发表期限的，在该期限届满之前不得发表该作品。

（第 24条） 

《日本著作权法》规定：向公众提供或者提示

作品的人，即使在该作品的作者死亡后，也应该

像作者在世一样，不得从事损害作者人格权的行

为。（第 60条） 

《韩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死后，作品使用

者也不得实施损害作者精神权利的行为。但根据

行为的性质及程度，认定此行为不构成对作者在

世时名誉损害且符合社会习惯的除外。（第 14条）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著作权部分）》规定：

作者有权依照指定遗嘱执行人规定程序（第 1234

条），指定专人负责于作者死后保护作者身份、作

者署名和作品不可侵犯性（第 1266 条第一款第二

项）。此人终身行使自己的权力。缺乏这种指定或

者作者指定的人放弃行使相应权力的，以及被指

定之人死后，由作者的继承人及其权利继受人和

其他利害关系人保护作者身份、作者署名和作品

不可侵犯性。（第 1267条） 

上述规定包括：作者去世后，相关人身权移转

至继承人，实即法定继承；作者可以遗嘱指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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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身权“行使人”，实即遗嘱继承；亦可遗赠。

作者死后仍享有人格权。作者可指定专人保护其

死后著作权中之“人身权”，相关人员承担保护

此类权利之义务。 

需要指出，条文中继承、遗赠之标的，并非财

产，而是“人身权”，法理上应为“身份权”。显

然，上述规定均基于作者身份权于作者死后仍受

保护之观念。 

3. 英美法系著作权法[25] 

英美法系中，著作人身权通称“精神权利”

（Moral Rights），但各国立法存在区别。需要指

出，此处之“精神权利”，仅是一种直译，法理上

指作者因创作行为而发生的同时支配作品和身份

的权利，区别于仅支配作品的权利，并非表示“精

神”所享有之权利。 

美国法律原来视作者公示、修改作品的权利

为隐私权或财产权，后为加入“伯尔尼公约”，

美国版权法承认作者享有“精神权利”，但限于

“视觉艺术作品”，而且限于作者终身（《美国版

权法》第 106A条），不发生作者死后此类权利之

归属问题。 

隐私权概念源于美国。1890 年，美国两位年

轻的法学家路易斯•布兰蒂斯和萨莫尔•华伦，在

哈佛大学《法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隐私权》，指出：“保护个人的著作和任何其他

智力或情感的产物的原则，为隐私权”。[26] 可

见，作者视作品为作者隐私。据此，著作权为隐私

权，属单一权利。该文第一次提出了隐私权概念，

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理论初创时常见之不足。 

作为社会成员，自然人的生活可分为两部分：

1. 与公共利益无直接关系，通称私生活。2. 与

公共利益有直接关系，可称公生活。公生活应遵

循社会公意，私生活应由本人选择生活方式。私

生活——包括私生活的全部信息在内，不应受侵

犯。所谓侵犯信息，指窃取或披露信息。私生活信

息就是私人信息。不愿被窃取或披露的私人信息，

或者说，不愿被不特定人知悉的私人信息，就是

隐私。可见，民法需要隐私概念，是为了保护人们

私生活方式的选择资格，而非保护智力成果。因

此，隐私通常不含未发表作品。在法理上，支配隐

私的资格属人格权，人皆享有；支配未发表作品

的资格只能属于作者，属身份权。主张著作权包

括隐私权和财产权，混淆了人格权和身份权。 

作品是作者的智力成果，具有财产属性，但反

映作者的审美意识，具有人身属性。著作权不仅

应包含财产性权能和人身性权能，而且由于两类

权能客体不同，应分属不同权利。著作权应包括

财产权和人身权。 

英美法系其他国家的立法，实际上均承认作

者死后享有“精神权利”。 

如：英国版权法第 95条第（1）款：“第 77

条（表明作者或导演身份权）、第 80条（反对贬

损作品权）或第 85条（特定照片和电影的隐私权）

所授予的权利享有者死亡后——（a）上述权利可

移转于其通过遗嘱处分明确指定之人，（b）如果

没有此类指定，但相关作品之版权构成其遗产之

一部分，则上述权利移转于版权继承人，（c）如

果或在某种程度上，上述权利未依据（a）或（b）

项移转，则由其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

（personal representative）[27]行使。” 

上述条文实际上规定作者身份权可法定继承

或遗嘱继承，意味着作者死后身份权仍受保护。 

又如：澳大利亚版权法第 195AN条第（1）款：

“如果一件作品的作者死亡，则该作者的与该作

品相关的精神权利（与电影相关的作品完整权除

外）可由他或她的法定代表行使和执行。”第（3）

款：“除本条另有规定外，与作品有关的精神权

利不可通过转让、遗嘱或依法移转而移转。”此

处之“依法移转”，应指“继承”等法定之权利

移转方式。据此，作者的“精神权利”不可移转，

作者死后则由其法定代表行使。那么，谁是作者

死后“精神权利”的权利人呢？根据上述条文，

当然不是行使人，只能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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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学者普遍主张死者享有精神权利，

如：澳大利亚 Jani McCutcheon教授在《死者的

损失：对于违反精神权利之完整权的损害赔偿》

一文中认为：“死者显然享有精神权利”，但怀

疑“死者享有利益”。[28]“即使对‘损失’作

最自由的解释，死者也无法获得赔偿，因为他们

已经死了。他们不再作为一个主体存在，他们不

再享有可保护的利益，而且他们不仅不能遭受名

誉、荣誉或其他相关的损害，也无法通过授予赔

偿金而被完全补偿。……如果死者不能遭受损失，

国会是否制定了一条迷惑法律——授予他们实际

上无效的权利？”[29] 显然，他注意到了“死者

享有精神权利”和“死者享有利益”之间的“逻

辑矛盾”。为化解此麻烦，Jani McCutcheon 教授

认为：“由于死者不会遭受损失，因此只有旨在

补偿社会损失的赔偿机制才是合乎逻辑的。在缺

乏可以采取行动的常设社区的情况下，立法必须

被解释为允许（死者的）法定代理人代表社会有

效地提出索赔。”[30] 可以发现，作者构建了一

种理论：法律之所以授予死者精神权利，保护的

并非死者的利益，而是社会的利益。此说实际上

已成为英美法系学界的共识。 

美国立法虽然规定作者之“精神权利”限于

作者终身，但美国一些学者的观点与 Jani 

McCutcheon 教授的观点颇为相似，如 Martin A. 

Roeder 认为：“一些国家在创作者死后将精神权

利授予其配偶和近亲属，理由是他们是作者的荣

誉和名誉的自然监护人。另一方面，似乎更合理

的推论是，创作者已经死亡，他的荣誉或名誉不

会受到任何损害。但他的家人和后代可以而且应

该因此获得一些补偿。但在创作者死后保护精神

权利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保护其文化遗产的完整

性的需要。”[31] 

需要指出，权利是主体支配客体的行为资格，

规定权利的宗旨就是通过保护客体以保护主体的

自由范围。任何受法律特定保护的主体均享有相

应权利，逆向言之，主体只有享有特定权利才受

法律的相应保护。通过规定死者权利以保护他人

利益，乃至社会利益，离法理实在太远了。 

（三）《著作权法实施条例》逻辑困惑 

根据《实施条例》第 15 条：作者的继承人、

受遗赠人，成为“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

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人；“著

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著作权行政管

理部门成为上述权利的保护人。 

众所周知，权利人均可保护自己的权利：未受

侵害时，可避免侵害；受到侵害时，可自力救济，

乃至请求公力救济；除非自己无行为能力，而必

须依赖监护人。在这一意义上，权利人当然就是

自己权利的保护人，但这是无需法律专门规定的，

法律也从无此类规定。《实施条例》第 15条之所

以如此规定，正由于此处之权利“保护人”并非

所保护权利之权利人。 

据此，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

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并非随作者死亡而

消灭；如受到侵害，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著

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保护，否则应视为不履行

法定义务。这意味着，此处之权利保护人，不仅不

是此类权利的权利人，而且还是此类权利的义务

人。那么，谁是权利人呢？只能是作者。如果说，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之保护义务属公法义务，那

么，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之保护义务无疑是

私法义务，民法义务，这样就发生了问题： 

1. 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

整权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 

此类权利的权利人行使权利，任何人不得妨

碍，即以不特定人为义务人，发生绝对法律关系，

属绝对权。 

然而，据《实施条例》第 15条，作者死亡后，

只有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是此类权利的民法

保护人，即义务人，不特定人不承担保护义务。据

此，此类权利的义务人是特定人，发生相对关系，

此类权利是相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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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或以不特定人

为义务人，即绝对权；或以特定人为义务人，即相

对权；不存在既发生绝对关系又发生相对关系的

权利。 

民法采意思自治原则。法律行为侵害公权利

无效，原因是立法不能推定不特定人接受侵害；

但侵害私权利效力待定：受害人接受侵害后果，

推定当事人双方发生合同关系，侵害行为生效；

受害人拒绝接受侵害后果，侵害行为无效。监护

关系中，监护人享有监护权，承担监护义务。除监

护关系外，私人之间，任何人非他人之法定保护

人。如果说，所谓胎儿有条件视为出生说不恰当

地扩大了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32] 那么，保护

死者说实际上闹了笑话，以为死者乃“死亡之

人”，即仍然是人，仅仅死亡了，因此欠缺自我保

护能力。 

2. 据《实施条例》第 17条：在一定条件下，

继承人、受遗赠人、作品原件所有人可行使发表

权。发表权属著作人身权，不能继承。条文称可

“行使”发表权，而不称享有发表权，正是为了

区别发表权行使人与发表权权利人。民事领域中，

合法行使他人权利限于意定或法定之授权关系，

如各类监护关系、代理关系，以及无因管理关系。

那么，继承人、受遗赠人、作品原件所有人行使发

表权的法理根据是什么呢？第 17条难以回答，留

下了无法否认的法理障碍。 

（四） 作者死后著作身份权归属法理根据 

作者因创作行为发生著作权，包括财产权和

身份权。根据生命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的原则，作者去世后，不享有任何权利，包括因创

作而发生之财产权和人身权。 

作者去世后，作品原件作为民法之物，其归属

适用继承法。作品作为智力成果，无论已发表或

未发表，已署名或未署名，仍存于世，在进入公有

领域前，著作财产权适用继承法；著作身份权不

能继承，如何规定归属？ 

前文指出，身份权是具体主体作为具体主体

而专享的权利，因主体之身份而发生，以身份为

表象上的客体，以身份根据为实质上的客体。身

份根据可分两类：（1）相对性身份根据，表现为

因血缘、婚姻、收养、监护等关系而派生的专属性

特定行为。（2）绝对性身份根据，即准人身。在

整个古代社会，身份权只存在于亲属法中，表现

为夫权、父权、家父权、亲属权等。近代以来，在

亲属法以外的领域，法律也逐渐确认了身份权，

如荣誉权、知识产权身份权等。 

作品蕴含作者的独特审美意识。作者发表作

品，除可能交换财产收益外，可推定作者愿意公

示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影响社会。作

者如未表示不发表作品，可推定作者愿意发表作

品；生前未能发表，可推定愿意死后发表；如无特

殊情况，可推定作者愿意由继承人、受遗赠人和

作品原件归属人完成遗愿。作者如表示生前或死

后特定期限内不发表作品，可认为作者不愿意于

生前或死后特定期限内公示自己的审美意识和价

值观念；如无特殊情况，可推定作者愿意由继承

人、受遗赠人和作品原件归属人于自己死后或死

后逾特定期限发表作品。作者生前如无条件表示

不发表作品，却不销毁作品，可推定作者认为，自

己去世后，作品对继承人、受遗赠人和原件归属

人仍有价值，并相信他们会尊重自己的审美意识

和价值观念，不公示作品。 

前文指出，民法之归属，表示可在对可支配稀

缺资源之全部支配方式中，任意选择支配方式。

可支配稀缺资源中，可交换者为财产。财产中，可

占有者为物，不可占有者为智力成果和财产权。

财产归属人可为单数，亦可为复数。物归属于单

数主体发生所有关系；归属于复数主体有两种情

况：各主体对标的物之各个份额分别享有所有权，

发生共有关系；各主体对标的物之任何份额均不

享有所有权，发生总有关系。[33] 作者去世后，

未发表作品原件归属人可为单数，亦可为复数。

前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7 条：“作者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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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

者死亡后 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

赠人行使；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由作品

原件的所有人行使。” 条文之“所有人”限于单

数主体，并不周延，似可改为“归属人”。 

未发表作品的原件归属人可通过支配作品原

件，实际支配作品。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原

件归属人之所以可决定未发表作品的命运，就在

于他们合法占有原件，具有原件所有人或共有人

的身份。当然，他们之所以具有此类身份，则由于

他们与作者生前存在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其他

关系，获得作者的高度信赖，是作者生前认为最

可能实现其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之人。 

在法理上，著作身份权的任何转让行为无效，

原因在于作品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是独特的，

唯一的，任何人替代作者决定作品之署名、公示、

修改事项，均因侵害作者的著作身份权而无效。

然而，作者去世后，此类替代行为不发生侵害作

者权利问题，如由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和原

件归属人完成，也未必违背公序良俗。作者的继

承人、受遗赠人和原件归属人未必赞成作者的审

美意识，但通常情况下，均接受作者生前对未发

表作品命运的安排，愿意实现作者的遗愿。因此，

作者去世后，在不违公序良俗的前提下，规定著

作身份权归属继承人、受遗赠人和原件归属人，

符合民法法理。在表面上，此类身份权因作品原

件归属而发生，当事人为物权人；在实质上，此类

身份权因最可能实现作品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而

发生，当事人为身份权人。 

各国和地区著作权法许可著作权流转，通常

均适用继承法，不区分著作财产权和身份权，法

理上存在巨大破绽。规定“精神权利”限于“视

觉艺术作品”，否定了作者通过文字作品公示自

己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以影响社会之行为资格，

已引发相关著作权纠纷。[34] 主张作者的“精神

权利”限于作者终身，应该充分肯定，但作品进

入公有领域前，如可任意公示或修改，通常伤害

作者近亲属的感情，法律应有所规定。 

具体言之，为便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可规定

作者去世后，未发表作品原件归属人享有作品发

表权，不享有署名权和修改权；未发表作品原件

归属人如为单数，法律难以限制其对作品之支配；

如为复数，各归属人应享有平等发表权；应规定

作者近亲属享有未署名作品非真名署名拒绝权。

为尊重作者近亲属实现作者生前意志的正当愿望，

应规定作者近亲属享有作者生前未发表署名作品

署名变更拒绝权。为尊重作者近亲属实现作者生

前真实意思的正当愿望，应规定作者近亲属享有

作者生前未发表作品修改拒绝权。如作品已发表，

作者去世后，近亲属应享有署名变更拒绝权和修

改拒绝权。 

需要指出，作者去世后，作品原件归属人享有

之著作人身权，可因作品原件归属权移转而移转，

但不能推论此类权利属财产权。此处“流转”之

含义是：与特定主体分离，表现为与特定身份分

离。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不能丧

失，当然不能流转；身份权则可因身份丧失而丧

失，身份流转而流转，前者如配偶权因离婚而丧

失，后者如亲权因送收养行为而流转。但身份一

旦丧失，即非原特定主体。作者去世后，作品原件

归属人享有之著作人身权，实际上均以作品原件

归属人身份为根据，身份流转则权利流转。此类

流转并不导致权利与特定身份分离，此类权利非

财产权。[35] 

（五）作者生前未发表作品著作身份权归属

分析 

作者去世后，著作身份权究竟应如何归属呢？

试举例分析如下： 

1．设：甲生前著有一书，未在作品上署名，

亦未发表。 

例（1）：甲生前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继

承人，署甲名发表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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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作分析：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7条，

作者生前明确表示不发表其作品，去世后，继承

人、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所有人不得行使“其发

表权”。问题在于，第一，如果他人不知道作者生

前有过不发表作品的明确表示，继承人、受遗赠

人或作品原件所有人发表了作品，不可能追究发

表人民事责任，规定其不得行使发表权并无意义。

第二，如果他人知道作者生前有过不发表作品的

明确表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所有人

发表了作品，侵害谁的权利？权利是法律确认的

行为资格，必然有归属，不存在无权利人之权利。

侵害死亡作者的权利吗？死者非现实存在，不能

享有权利或“法益”。侵害不特定人的权利吗？

不特定人的权利通常表现为公序良俗，如受法律

行为侵害，侵害行为无效；如受事实行为侵害，难

以适用民法救济，只能由行政法或刑法追究行政

责任或刑事责任。发表行为有民事效力，不含效

果意思，属事实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此

类发表行为违反行政法或刑法，其他国家亦未发

现相似制裁。追究此类行为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似无必要。如作品发表后，引发名誉、隐私等侵权

诉讼，应由法官根据发表人过错而判决。 

因此，法律似可规定：作者生前如未销毁作

品，推定同意死后发表。继承人、受遗赠人享有发

表权。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作品原件归

属人享有发表权。这意味着，作者的继承人、受遗

赠人和作品原件归属人所行使的是自己的发表权，

而非作者或他人的发表权。 

如此规定，是否意味着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作

品原件归属人继承了作者的发表权呢？否。发表

权是身份权，因身份而发生，身份则因身份根据

而发生，不能继承。作者生前，发表权人取得发表

权的身份根据是作者身份；作者死后，发表权人

取得发表权的身份根据是作者的继承人、受遗赠

人和作品原件归属人的身份。 

根据以上分析，例 1不侵权。 

例（2）：甲生前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继

承人，长子擅自署甲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前文指出，作者去世后，即使其生

前明确表示不发表作品，只要没有销毁，继承人、

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归属人仍应享有发表权。继

承人、受遗赠人或作品原件归属人如为复数，各

人均享有发表权，各发表权平等，应采多数决。

[36]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9 条：“合作作品

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

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

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

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

有合作作者。”条文中“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

共同享有”之“其”，应指合作作品，文义应为

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一个发表权，不能成立。权

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不能共有。民法共有

关系是共有财产，非共有权利。此条规定的精神

似可类推适用例（2）：如无正当理由，各发表权

人不得阻止其他发表权人发表作品。当然，何为

正当理由，应由法官依法认定。 

根据以上分析，例（2）是否侵权未定：次子

如无正当理由，长子擅自发表作品不侵权，但所

得收益应与次子均分；如有正当理由，长子擅自

发表作品侵害次子平等发表权，次子可请求长子

承担侵权责任。 

例（3）：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长子擅自署甲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例（3）与例（2）之区别仅在于作

者生前是否表示愿意发表未发表作品，而此区别

对继承人、受遗赠人、作品原件归属人享有发表

权不生影响。例（3）中，两子分别享有发表权。

次子如无正当理由，长子擅自发表作品不侵权；

如有正当理由，长子擅自发表作品侵害次子平等

发表权，次子可请求长子承担侵权责任。 

例（4）：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署自己名发表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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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作分析：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5条，

作者死亡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其著作权”

中署名权之保护人。然而，“死者权利”问题是

伪问题，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并非作者署名权之保

护人。因此，甲子署己名发表该书，不侵害甲署名

权。 

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署己名发表该书，是否侵

害公序良俗？署名行为有民事效力，含效果意思，

属法律行为，如无相反证据——如证明作者生前

著有此书，或证明署名人不可能著有此书——署

名当然生效。如有相反证据，通常难以法律规范，

只能依赖道德调整。 

当然，从以上分析不能推论作者继承人或受

遗赠人享有未发表作品署名权。署名权是身份权，

身份根据是作者身份。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作品

原件所有人非作者，无署名权。 

作者生前未在作品上署名，继承人、受遗赠人

或原件归属人发表作品，是否必须以作者真名发

表？以作者真名发表作者生前未署名亦未发表之

作品，未必符合作者生前意愿，但为便于公众了

解事实真相，发表权人应以作者真名发表作品。

发表权人发表作者生前未署名亦未发表之作品，

实际上可决定如何署名，但不享有署名权。 

根据以上分析，例（4）不侵权。 

例（5）：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商定发表，但长子擅自署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上文指出，发表权人不享有作者生

前未署名作品署名权，为便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发表权人应以作者真名发表作品。这意味着，如

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为复数，部分继承人或受遗赠

人主张以作者非真名之姓名发表作品，其他继承

人或受遗赠人可拒绝。 

据此，例（5）中，长子擅自署己名发表该书，

侵害了次子作者生前未署名作品非真名署名拒绝

权，可请求法院判决长子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更

正作品署名启事；如作品再版，更正署名。 

例（6）：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修改后署甲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5条，

作者死亡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其著作权”

中修改权之保护人。然而，“死者权利”问题是

伪问题，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并非作者修改权之保

护人。因此，甲子修改后署甲名发表该书，不侵害

甲修改权。 

法律应否规定禁止原件持有人修改作者生前

未发表作品？因作品原件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占

有，他人未见作品原貌，判断发表之作品是否经

过他人修改十分困难。如从内容、风格上可以判

断发表之作品经过修改，交易相对人可根据《民

法典》第 148 条关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规定请求

救济。 

当然，从以上分析不能推论原件持有人享有

未发表作品修改权。修改权是身份权，身份根据

是作者身份。甲子不能继承身份权。修改甲生前

作品而仍署甲名，违背道德，但法律难以规范。 

根据以上分析，例（6）不侵权。 

例（7）：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修改后署自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死者无权利，甲子修改甲未发表作

品并署自己名发表该书，不侵害甲任何权利，但

违背道德，法律难以规范。 

例（8）：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商定发表，长子擅自修改后署甲名发表

该书。 

试作分析：作者去世后，不发生侵害作者权利

问题。修改权是身份权，以作者身份为根据，不能

继承。为便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也不应规定原

件持有人可修改作者未发表作品。当然，由于原

件持有人占有原件，即使发表的作品经过他人修

改，公众也不容易举证。但如原件持有人为复数，

知悉作品原貌，部分持有人擅自修改作品，其他

持有人可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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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例（8）中，长子擅自修改甲生前未发

表作品，侵害了次子甲生前作品修改拒绝权，可

请求法院判决长子以原貌发表作品；如原貌无法

恢复，应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启事，说明事实经

过。 

2. 另设：甲生前著有一书，在作品上署甲

名，未发表。 

例（9）：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一子为唯一

继承人，改署自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甲去世后，不发生侵害甲权利问

题。甲子为唯一继承人，在甲未发表之署名作品

上改署己名发表作品，不侵害甲署名权，法律也

难以规范。 

例（10）：甲生前未表示不发表。两子为仅有

继承人，商定发表，长子擅自改署己名发表该书。 

试作分析：作者去世后，不发生侵害作者权利

问题。但为尊重作者近亲属实现作者生前意志的

正当愿望，如有人变更作品署名，近亲属可拒绝。 

据此，例（10 ）中，长子擅自改署己名发表

甲生前署名而未发表之作品，侵害次子之甲生前

未发表署名作品署名变更拒绝权。 

法律的宗旨是定分止争，死者不可能为任何

行为，不会参与分争，不可能承受任何行为后果，

无需立法者费心。任何被解释为保护死者的法律，

实际保护的均是生者。当然，相关法律的立法者

可能确实为了保护死者，这正是问题之严重性所

在。应该承认，被解释为保护死者而实际保护生

者的法律，基本上是公正的，但理由是违背法理

的，难以服人。生者必须保护，民事领域当然是平

等保护，这就需要法学家提供理由。所谓民法学，

实即民事领域平等保护生者的理由的逻辑体系。

这一体系建立前，在很多场合，保护生者的理由

难免捉襟见肘，破绽随处可见，甚至打出保护死

者的旗号。从前文可知，死者保护理论的背后，法

理上聚集了一大堆基础性误解。 

民法学界提出了许多民法范畴，构建了民法

学的逻辑体系，已代代相传，称“教义法学”。民

法范畴通常均有定义，但普遍经不起推敲， “教

义法学”当然也经不起推敲。应该质疑民法学现

有逻辑了。 

本文实系旧作之整合，几无新意，望读者谅

解。 

 [24] 本节资料均参考《十二国著作权法》编译组译：

《十二国著作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25] 本节英美法系著作权法资料由李逸竹博士提供。 

[26] The principle which protects personal 

writings and any other productions of the intellect 

or of the emotions,is the right to privacy......参

见 Samuel D. Warren; Louis D.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Vol. 4, No. 5. (Dec. 

15, 1890). 

[27] 据《布莱克法律词典》，personal representative

有三种含义：1、当遗嘱人之使用涉及动产时，指遗嘱执行

人或遗嘱管理人；2.当遗嘱人之使用涉及不动产时，指遗

嘱人死后该不动产之即时移转人；3、当用于海员在海上

死亡时，指海员居住国之公共管理人、遗嘱执行人或指定

管理人。“1. When used by a testator referring to 

personal property, an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 

[Cases: Executors and Administrators 14–18. C.J.S. 

Executors and Administrators §§ 17–32, 34–49.] 

2. When used by a testator referring to real 

property, one to whom the real estate passes 

immediately upon the testator's death. 3. When used 

concerning the death of a mariner at sea, the 

public administrator, executor, or appointed 

administrator in the seaman's state of residence.”

Bryan   Garner: Black Law Dictionary. Thomson: 

K.L.Publishing Co, 2004, p.4064. 

[28] “While the dead clearly have moral rights, 

can the dead have interests?” Jani McCutcheon: 

Dead Loss: Damages for Posthumous Breach of the 

Moral Right of Integr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40, No. 1, 2016, p.250. 

[29] “Even under the most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loss’, the dead cannot be compensated,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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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dead. They do not exist as a subject, they 

no longer have protectable interests, and they can 

neither experience prejudice to their reputation 

or honour or other consequential loss, nor be ‘made 

whole’ by an award of damages... If the dead cannot 

suffer loss, has Parliament legislated a puzzle by 

giving them rights that are, practically, 

ineffectual?” Jani McCutcheon: Dead Loss: Damages 

for Posthumous Breach of the Moral Right of 

Integr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40, No. 1, 2016, p.243. 

[30] “However, since the dead cannot suffer loss, 

only a compensatory model aimed at compensating 

society’s loss is coherent.In the absence of 

community standing to take action, the statute must 

be interpreted to permit the legal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to effectively claim on behalf of 

society. ” Jani McCutcheon: Dead Loss: Damages for 

Posthumous Breach of the Moral Right of Integrity, 

Melbourne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40, No. 1, 

2016, p.280. 

[31] “in some countries this emphasis continues 

after death and results in the vesting of the moral 

right in the spouse and next of kin of the deceased 

creator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are the natural 

guardians of his honor and repu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sounder to reason that, the creator 

being dead, he cannot be damaged by any injury to 

his honor or reputation. His family and descendants, 

however, can be and should, therefore, have some 

remedy. The real reason, however, for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right after the creator's death lies 

in the need of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Martin A. 

Roeder: The Doctrine of Moral Right: A Study in 

the Law of Artists, Authors and Creato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53, 1940, p.575. 

[32] 参阅《胎儿不应有法律上利益——<民法总则草案>

第 16 条质疑》，载 2017 年第 1 期《东方法学》。 

[33] 参阅拙文《究竟何谓“共同关系” ——再论按份共

有与共同共有之区别》，载 2016 年第 4 期《东方法学》，

该文是对拙文《论共有》（《法学》2003 年第 2 期）的补

充论述。 

[34] 参见 17 U.S.C. 101, “work of visual art”；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21年 8 月版，第 161 页。  

[35] 拙著《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第 1

版）主张：作者去世后，不存在谁享有著作人身权问题（第

330 页），不能成立，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第 2 版已作修改

（第 543～553 页）。 

[36] 此处修改了拙著《民法原理论稿》（法律出版社 2012

年 10 月第 2 版）相关表述（第 548 页）。 

曹思婕：《民法典》视野下探望权属性探析 | 前沿 

原创：2022-07-04  中国民商法律网 魏靖摘编 

https://mp.weixin.qq.com/s/jByrFo_FmBMiPUgzbOS4Xw 

本文选编自曹思婕：《〈民法典〉视野下探望权属性探析》，

载《现代法学》2022 年第 3 期。 

【作者简介】曹思婕，北京化工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86条规定了探

望权制度，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进步。

但是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探望权制度，我国探望

权制度的立法较晚，学术界对探望权的理论研究

仍停留在“浅尝辄止”的层面，该问题在立法和

理论研究层面存在滞后性和局限性。对此，北京

化工大学曹思婕讲师在《〈民法典〉视野下探望权

属性探析》一文中，立足于民事权利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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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了探望权的概念及其特征，阐释了探望

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辨明了探望权

与亲权、探望权与监护的关系并揭示出探望权的

权利属性，以期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探望权设立的

理论根基。 

一、探望权之转型：重新审视探望权的概念及特

征 

在世界范围内，探望权的称谓表述有差异，但

是探望权制度在亲权制度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探

望权理论研究的深入是大势所趋。 

（一）我国探望权的概念 

我国理论界对探望权有广义和狭义的界定。

广义探望权是指父母及与未成年人有特定关系的

人行使的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监护性权利。

狭义探望权是指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

或母一方有探望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目前我国学

界多采用狭义探望权概念。为了符合现实生活需

要，满足人们内心情感需求，我国探望权的概念

表述应当把握如下关键因素：首先，探望权的法

律表述应当明确具体，尤其要明晰探望权的主体

和探望权的内容；其次，要体现可预测性，如给予

探望权适用的前提、探望权的行使方式等充分的

解释空间；最后，不仅要体现婚姻家庭关系的身

份性色彩，同时要内涵中华民族的亲情伦理，对

保护未成年子女与赋予不直接抚养方探望权两者

不可偏废。因此，对于探望权的定义表述为：探望

权是指未成年子女和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父

或母一方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如祖父母、

外祖父母等）基于自然血亲或拟制血亲身份关系

而依法享有的在一定时间、地点，以一定的方式

与未成年子女进行沟通交流、短期共同生活等探

望的权利和义务。 

（二）我国探望权的特征 

第一，探望权的取得兼具自然性和法定性。一

方面，根据《民法典》第 1086 条之规定，探望

权是父母离婚后父母照顾权的自然延伸；另一方

面，探望权受到国家强制力保护。第二，探望权是

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且具有双向性。第三，探望权

的内容表现为非物质性。探望权不具有财产属性，

更多表现为精神感情性，体现身份利益。第四，探

望权的主体及实施对象具有排他性。在探望权的

行使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或者阻挠探望权

主体行使权利。第五，探望权的行使具有独立性。

探望权不因未支付抚养费而丧失，也不因父母双

方的协议而终止，更不以父或母一方是否再婚为

终止条件。 

二、探望权之定位：探望权在民事权利分类体系

中的展现 

探望权属私法范畴，它在我国民事权利分类

体系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探望权是身

份权。首先，探望权是一项非财产性权利；其次，

探望权与人身不可分离；最后，探望权属于亲属

权的一种。第二，探望权是具有相对性的绝对权。

父母双方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

当然享有探望权，在对外关系上具有对世性；但

是探望权仅存在于离婚家庭的父母子女之间，探

望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相对的。第三，探

望权是专属权。探望权由探望权的权利主体专属

享有和行使，既不得转让、抛弃或继承，不得代位

（为）行使，也不提倡强制执行。第四，探望权是

既得权。探望权隐形地存在于正常婚姻家庭状态

中，只有在非正常婚姻家庭状态下才会明显表现

出来。 

三、探望权之辨析：厘清探望权与易混淆权利之

边界 

（一）探望权与亲权 

《民法典》明确区分了父母在正常婚姻状态

下和离婚状态下如何行使亲权。世界各国关于离

婚后亲权的行使有三种类型，目前我国采取的是

离婚后父母双方共同行使亲权原则，即直接抚养

未成年子女的父或母一方行使亲权，另一方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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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行使探望权实现亲权。探望权是亲权的延伸，

二者关系有如下表现。 

第一，亲权和探望权均基于血亲关系，由法

律规定而产生。探望权和亲权基于父母子女间的

身份关系并有法律确认，不能由他人代位行使，

不得滥用或放弃，非依法定事由不得任意被限制。

第二，亲权和探望权都属于特殊的身份权，具有

明显的利他性。亲权包含了父母对子女人身照顾

和财产照护，不因父母婚姻关系的终结而终止，

非常态婚姻家庭状态下为了继续保护未成年子女

利益的最大化，探望权才显现出来。第三，探望权

是为适应非常态婚姻家庭状态如离婚家庭而由父

母行使亲权的特殊表现形式。离婚家庭中，未成

年子女的父母一方继续行使亲权，另一方行使探

望权，共同构建了完整的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

的权利和义务。 

（二）探望权与监护 

监护和探望权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监护制度

主要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而探望权制度规定

在婚姻家庭编离婚制度一章中。我国采广义监护

立法模式，即监护包含亲权，离婚后父母共同享

有监护权。离婚家庭中，取得子女抚养权的父或

母一方单独行使监护权而不直接抚养子女的另一

方父或母作为间接抚养人行使探望权，因此，探

望权和监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探望权和监护的联系在于，第一，探望权和

监护的主体和对象在一定范围内有重合。《民法

典》第 1086条规定了探望权，主体仅为离婚后不

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对象是未成年子女。

《民法典》第 26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监护，父母

是未成年子女的第一监护人，监护的对象是未成

年子女。第二，探望权和监护的具体内容有相同

之处，都涵盖人身和财产上的保护和管理。第三，

在广义的监护立法模式下，探望权是监护的另一

种表现形式，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是这两项制

度的共同立法使命。 

探望权和监护的区别主要包括立法主旨、产

生基础、法律性质、主体范围、制度规定以及体现

的社会价值六个层面。重点区别在于：第一，立法

主旨不同。探望权的设立目的是最大限度保护非

常态婚姻家庭状态下尤其是离婚家庭中未成年子

女的利益，监护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保障被监护人

的正常生活与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第二，产生

基础不同。探望权是基于血缘自然生成的，而监

护的产生要符合法律规定，血缘关系并不是必备

前提。第三，法律性质不同。探望权是特殊的亲权

延续形式，监护是基本民事主体制度。第四，体现

的社会价值不同。探望权只为实现未成年子女利

益最大化，监护不仅是对特殊人群给予充分保护，

而且是私法自治原则在民事主体制度中的具体体

现。 

四、探望权之本质：揭示探望权基于身份关系产

生的属性 

对探望权属性的思考是揭示我国探望权的本

质并实现探望权的前提。探望权是集权利与义务

于一体的综合体，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具有身份

权的请求权属性。 

（一）探望权行使的请求 

探望权的请求是探望权人为合理地进行探望

而提出的要求，基于探望权的特性而产生，具有

如下特点：第一，探望权的请求具有长期性，父母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在子女未成

年时期都可以提出探望的请求。第二，探望权的

请求具有反复性。多次的、不间断的探望请求是

父母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使然。第三，

探望权的请求不受诉讼时效期限的限制。即使探

望权的权利主体怠于提出探望请求，也不会因诉

讼时效的经过而丧失。 

（二）探望权身份权属性的特征 

探望权自身的请求权和探望权的保护请求权

构成了探望权的请求权二元体系。前者是探望权

的基础性请求，是第一性的，后者是实施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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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具有救济性，是第二性的。二者缺一不可、

相辅相成。第一，从探望权自身的请求权看，是享

有探望权的父或母一方请求相对方给予探望子女

的请求权。通常情况下，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

不得阻碍。探望权自身的请求权主要包含请求探

望的方式和请求探望的时间，前者包含直接探望

和虚拟探望的方式，后者包含短期看望和长期留

宿。第二，从探望权的保护请求权来看，它是对探

望权予以保护的请求权，享有探望权的父或母一

方可向妨害人提出停止妨害或消除妨害之虞的请

求权。探望权的保护请求权主要包括违反探望权

本身的请求而产生的作为请求权、妨害停止的请

求权和妨害预防的请求权。 

五、结语 

婚姻家庭编中的探望权制度是对婚姻家庭中

亲情至上理念和亲子关系的捍卫。在探望权法律

关系中，探望权人无论提出何种请求，其宗旨应

当是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研究我国

探望权的概念与特征是为了揭示探望权法律规范

的立法宗旨，力图把握探望权的权利属性实则是

为了我国未来探望权制度的发展探索前进方向，

使我国的探望权制度成为凝聚法律智慧与法治力

量、彰显人性友爱与人际和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摘编｜曹险峰 程奕翔：论《民法典》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的存续 

原创：2022-07-04   前进私法  前进君 

https://mp.weixin.qq.com/s/i_c39K6_wV1LvTlBilYwSw 

【内容摘要】 基于居住权制度本身的“住有所居”和“意

思自治”目的、用益物权体系构造上的一致性和实践中的

减纷息争需要，居住权应在替代住宅上存续。实现路径上，

存在物权回复说、物上代位说和重新设立请求权说。用益

物权具备物上代位可能，先前无此主张乃因土地承包经营

权、宅基地使用权皆为具有主体身份限制的土地用益物权。

人役权立法例中，赋予居住权物上代位性也已比较普遍。

因此，物上代位说更有助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确定性、秩序

性和保护居住权人权益。 

【关键词】 居住权；物上代位；人役权；用益物权；物

权消灭 

作者简介：曹险峰，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

第 2 期 

责任编辑：赵守江、张蕾 

本文为摘编，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房屋的重建、征收并

非个别现象。当此类现象发生在已设定居住权的

住宅上时，居住权应否在重建住宅或其他住宅上

继续存在，《民法典》未作明文规定。实践中，尽

管居住权为《民法典》所规定的新型用益物权，对

“居住权纠纷”所作的裁判目前较少，但对居住

权应否在替代住宅上存续这一问题已初现争议。

例如，有判决认为，住宅被征收后，尽管安置方式

为房屋产权调换，居住权也无法在替代住宅上存

续；居住权人仅可请求居住权补偿款。但也有判

决认为，即使主体对原住宅不享有物权，也可基

于户口登记、替代住宅乃基于家庭人口数分配的

原因，而对替代住宅享有居住权。 

与此相对应，理论上也形成了肯定与否定 两

类观点。肯定论认为，居住权应于替代住宅上存

续，其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又存在三种观点：其一，

应赋予居住权以物上代位性，使其得以延伸至替

代住宅上，本文称之为“物上代位说”；其二，应

认定居住权特定情形下可回复，本文称之为“物

权回复说”；其三，居住权人得请求所有权人于

替代住宅上重新设立居住权，本文称之为“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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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请求权说”。否定论则认为，所有权人并不

负使居住权在替代住宅上存续的义务。 

一、居住权存续的正当性 

对原住宅而言，因住宅灭失将导致权利客体

缺失，住宅被征收将引起无需继受权利负担的原

始取得，故居住权不再存续于原住宅上当为定论。

但对于替代住宅，因其可另行作为权利客体，故

需另行分析。居住权存续于替代住宅上，本质属

对居住权人的权利救济方式。因此，要判断居住

权应否存续，需先明确是否应予救济。在住宅灭

失场合，若因他人 侵权行为致使住宅灭失，居住

权人作为绝对权享有者，自应获得救济；若非因

他人侵权行为所致，基于行为人自担风险原则，

一般应由其自身承担损害。在住宅被征收场合，

根据《民法典》第 243、327 条规定，居住权人

作为用益物权人亦应获得相应补偿。可见，在住

宅因他人侵权行为灭失或被征收时，需对居住权

人予以赔偿或补偿。 

由此，上述问题被转化为：当存在替代住宅 

时，对居住权人是仅以金钱赔偿或补偿即已足够，

还是宜使得居住权在替代住宅上存续?答案应为

后者——居住权在替代住宅上存续。 

首先，居住权制度本身立法目的的实现，需要

居住权的稳定与持续。从住有所居目的来看，其

本质要求是居住利益需长期、稳定地被权利人所

享有。居住权合同对权利期间未约定或约定不明

确时，应以权利人终生为限便体现了该要求。于

存在替代住宅场合，若居住权人仅能获得金钱形

式的赔偿或补偿，将导致本可于替代住宅上存续

的居住利益被迫转为金钱利益。这明显与住有所

居的本质要求相悖。此外，当居住权合同对此有

明确约定时，该约定本身既未违背公序良俗，又

无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予以阻却，故应认可当事人

所作该安排。当无明确约定时，所有权人往往也

具有可得推知的相同意思。 

其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客体毁

损、灭失时，皆存在相应的权利存续途径。居住权

同样具有上述权利的社会保障色彩，故亦应有此

可能。因承载着“让全体人民住 有所居”的目标，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同样蕴含社会保障色彩。

并且，因其权利主体不限于集体成员，其在社会

福利的促进中还可能发挥较上述两类权利更大的

作用。因此，从用益物权体系构造上的一致性来

考虑，居住权也应具有与其社会保障性质相匹配

的权利存续途径。 

最后，使得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存续，是平衡

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利益、减少乃至避免纠纷的

最佳方案。在规模化征收工作中，因征收主体难

以精准辨识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间利益关系等原

因，居住权难以作为征收之独立客体，成为国家

的征收对象。这意味着在 补偿款上，居住权人需

待所有权人取得后，再向其主张自身的相应份额。

然而，对居住利益的金钱评价本身便面临着难题，

与住宅相关的两类市场价格都无法直接适用。 

二、居住权存续的实现路径 

从替代住宅上的居住权是否为原居住权来看，

物上代位说、物权回复说和重新设立请求权说，

已大致涵盖了可能的实现路径。前两种方案皆是

使得原居住权直接在替代住宅上延续，后者则是

新居住权的设立。 

物权回复乃是物权存续于原物之上，而与物

上代位发生于新物上不同。二者具有不同的适用

场景与价值功能。于设定居住权的住宅灭失或被

征收情形，以新址上的其他住宅作为补偿，权利

客体属新物自不待言。在原址上重建住宅时，因

建筑物系独立于土地之不动产，故重建的住宅亦

不将因其与原住宅地理位置上的同一性而被视为

原物。因此，在居住权于替代住宅上存续的场景，

因难以满足存续于原物上之要求，不宜选择物权

回复方案；具备可行性者，应为物上代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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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代位说与重新设立请求权说于最终实现

的效果上，二者可谓殊途同归，无非在达致居住

权存在于替代住宅上的过程中，前者相较后者，

少了一段居住权人提出相应请求、所有权人重新

设立居住权的路途。之所以会存在如此舍近求远

的后一方案，可能是我国传统观念认为物上代位

性被天然地隔绝于用益物权的缘故。但事实上，

当存在替代住宅时，居住权可被赋予物上代位性。

这也正是使得居住权在替代住宅上存续的最佳方

案。 

首先，用益物权与物上代位性之间并无不可

逾越之界限，《物权法》时代否定该可能乃因土地

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皆为具主体身份限制

的土地用益物权，而无居住权此类建筑物用益物

权。 

其次，从居住权原本所隶属的人役权体系来

看，人役权为特定人利益而设的特殊性、物之价

值的共通性，使得赋予居住权物上代位性已成比

较法上一较普遍安排。在对《民法典》用益物权制

度的解释作业中亦应对此加以考虑。 

再次，物上代位说相较于重新设立请求权说，

更有助于实现社会运转之确定性、秩序性和居住

权人权益的合理保护。“人具有重复在过去被认

为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或安排的先见取向”，对生

活的确定性和连续性一直是大多数人的诉求。法

律需满足社会需要，故其功能之一便在于此，即: 

为社会成员提供明确的行动预期，从而使社会运

转的秩序性与确定性得到保障。物上代位说，乃

使得居住权直接存续于替代住宅上，其径直赋予

了居住权人相应的支配权能。居住权人无需包括

所有权人在内的他人之作为，即可实现其居住利

益。 

最后，在用益物权物上代位具备可行性的背

景下，重新设立请求权说因要求居住权人提出请

求、所有权人再次设权登记等而有悖效率价值，

且基本未见其自身实益。在住宅灭失、被征收此

类非基于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情形，居住权

经由法律行为方得在替代住宅上存续，系不当地

增加了物权变动的复杂性。在物上代位说中，物

权公示可能与实际权利状态不符所引起的对第三

人保护问题，基于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通

过适用《民法典》第 232、311条等即可解决。 

丁宝同 | 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三大关系 

原创：2022-07-07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学报编辑部 

https://mp.weixin.qq.com/s/T8NI4ZylMJpGtAQ7yJmfhw 

 

丁宝同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    要 

域外家事程序现代化进程包含决定性的三重

立法关系：第一，对家事实体与家事程序两类制

度规范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两大法系

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分野，推动大陆法系家事程

序专门立法形成；第二，对家事程序与民事程序

两套规则体系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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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程序专门立法模式的演变，推动家事程序单行

立法模式的主流化扩张进程；第三，对家事诉讼

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

位，导致单行立法模式下家事程序构造的分化，

造就三种代表性家事程序单行法例。我国未来应

立足《民法典》对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定位，选择

单行立法模式，制定《家事案件特别程序法》。该

法应采取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并立协行的程序构

造，根据《民法典》完成“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

系统分类，建立“双轨四层”的家事程序规则体系。 

引      言 

家事案件是以身份关系为原点的复合化类型

体系，对程序有立体化特殊需求。我国现行《民事

诉讼法》虽四次修改，程序单一和平面化的不足

却延续至今。它突显为非讼程序的立法简化，并

延伸至家事程序的立法缺失。家事案件被迫全面

适用《民事诉讼法》，且本质上是对诉讼属性之通

常审判程序（包括一审普通、一审简易、二审和审

判监督程序）的全面援引。然而，通常审判程序以

财产案件为主导客体构建，早期职权主义诉讼模

式下，尚可契合以身份关系为原点的家事案件；

但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逐步确立，其愈发不

能兼顾家事案件的职权主义需求。因此，这种援

引违背案件类型与程序属性匹配的法理逻辑，折

损家事审判程序质效，必然促成家事审判改革深

化，终将推动家事程序专门立法进程。 

对比两大法系，综观域外法例，家事程序的现

代化进程包含决定性的三重立法关系：第一，对

家事实体与家事程序两类制度规范间立法关系的

不同定位，导致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法系分野，

造就英美法系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缺位，推动大

陆法系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形成，决定我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对于家事程序专门立

法的现实需求；第二，对家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两

套规则体系间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大陆法

系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模式的演变，造就“民事与

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的历史性主导地位，推

动“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的主流化进程，决定

我国未来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单行模式立场；第

三，对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立法

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单行立法模式下家事程序

构造的分化，造就三种代表性家事程序单行法例，

决定我国未来《家事案件特别程序法》的程序构

造逻辑。 

一、家事实体与家事程序两类制度规范间的立法

关系 

对家事实体与家事程序两类制度规范间之立

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法

系分野。英美法系，固守“实体与程序一体分阶”

的家事法制体系构造，未能形成现代家事程序专

门立法；而大陆法系，开创“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

的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得

以缔造。两种家事法制体系构造间，我国《民法典》

已经历史性地选择后者，从而提出家事程序专门

立法的现实需求。 

（一）英美法系家事法制体系构造下家事程

序专门立法的缺位 

英美法系传统下，源于根深蒂固的判例法制

度理念，形成庞大、完备的判例系统，支撑其现代

法制体系；其民商事法律偏好“实体与程序立体

结合”的逻辑，家事制定法普遍呈现“实体与程序

一体分阶”的体系构造。所谓“实体与程序一体”，

即：家事制定法文本普遍选择实体与程序立体结

合的逻辑，同时设定实体和程序两类制度规范。

如，美国联邦的多部家事单行立法，及其统一州

法委员会（NCCUSL）的多部“家事统一立法示范文

本”，均显呈实体和程序紧密结合的形态。所谓

“实体与程序分阶”，即：其家事制定法的文本体

系普遍采用二阶构造，包含议会直接立法和立法

授权规范两个不同效力层阶的文本，分别主导两

类制度规范的设定。前者是由议会直接审议通过

的正式立法文本，法理上统称 Statutes，文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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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统一为 Act（法）。后者是基于议会授权而由立

（司）改委、内阁、司法部制定的立法施行规范，

法 理 上 统 称 Statutory Instruments 或

Legislative Instruments/Statutory Rules，文

本命名则包括 Rules（规则）、Regulations（条

例）和 Order（法令）三种形态。 

“实体与程序一体分阶”的体系构造下，英美

法系家事制定法虽有“多元分散立法”和“汇编统

一立法”两种基本模式，但均将两类制度规范一

体融汇于二阶制定法文本中，未能形成家事程序

专门立法。因缺失现代法典系统，英美法系家事

制定法以“多元分散立法”为主流，区分家事案件

类型，分散制定单行规范文本，以期实现家事法

律关系的多元化调整。但作为法系意识融合的结

果，也有英美法系国家弃“多元分散立法”转行

“汇编统一立法”，汇编早期分散化单行规范文

本，形成针对所有家事案件类型的统一立法，以

期实现家事法律关系的一元化调整。如，1975年

后澳大利亚近乎完成这种转换——议会直接立法

层面，1975年《家事法》（Family Law Act 1975），

实现 1959年《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59）、1965年《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65）和 1966 年《婚姻诉讼法》

（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66）的汇编性统一；

在立法授权规范层面，1984 年《家事法条例》 

（Family Law Regulations 1984），则实现原有

分散性立法授权规范的汇编性统一。 

甚至，作为“多元分散立法”典型的英国，也

开始借鉴“汇编统一立法”的理念。其 2010年《家

事诉讼规则》（Family Procedure Rules 2010），

取代 1991 年《家事诉讼规则》（ Family 

Proceedings Rules 1991）等多项分散性立法授

权规范，以致国内学界夸大其为“家事诉讼制度

和规则的彻底统一”，甚至误将其等同于“大陆法

系统一性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然而，英国对“汇

编统一立法”理念的借鉴，既未触及议会直接立

法，也并非对立法授权规范的完全统一。其家事

制定法规范文本体系的二阶构造中：议会直接立

法仍含纵跨三个世纪的数十个文本；立法授权规

范虽以 2010 年《家事诉讼规则》（ Family 

Procedure Rules 2010）为核心，但亦含横跨规

则、条例和法令三种命名的数十个文本。 

（二）大陆法系家事法制体系构造下家事程

序专门立法的形成 

大陆法系传统之下，本于源远流长的成文法

理念，形成界线明晰、体系完备的法典系统，有效

划定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范畴，真正促成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现代区分。由此，实体与程序

二元并立的逻辑在各部门法获得统一性贯彻，并

突出体现在民事诉讼（非讼）程序法典与民（商）

法典的二元并立格局中。这种二元并立的格局，

初由 1804年《法国民法典》、1807 年《法国商法

典》与 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开创，继于 1877

年《德国民事诉讼法》、1898年《德国非讼事件

程序法》与 1896年《德国民法典》、1897年《德

国商法典》中延续，后为承袭大陆法系传统的法

例所普采。所以，大陆法系家事制定法统一采用

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体系构造。所谓实体与程

序分立，即：将家事实体和程序两类制度规范分

置于相应实体法典和程序法典当中。所谓实体与

程序并行，即：家事实体和程序两类制度规范，虽

法典文本渊源不同，但没有效力层阶差异。 

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家事法制体系构造下，

大陆法系最初于民事诉讼（非讼）程序法典中以

专门编、章对于家事程序作特别规定——“民事

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式，后来又制定单行立

法以对家事程序作系统规定——“家事程序单行

立法”模式。两种模式均将家事程序制度规范置

于相应程序法典或单行程序立法中，以与另置于

实体法典中的家事实体制度规范分立并行，从而

缔造了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 

（三）我国《民法典》的选择与家事程序专门

立法的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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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0 年《婚姻法》至 1985 年《继承法》

再到 1991年《收养法》，我国婚姻家庭立法虽因

文本形式单行化而趋于分散，但绝非英美法系“多

元分散立法”模式，而是在《民法典》编纂进程前

期对立法经验的单行化积淀。因为，这些单行法

既不奉行实体与程序紧密结合的逻辑，更未采用

“实体与程序一体分阶”的构造，而是只专注于

家事实体制度规范。又因我国缺失家事程序专门

立法，既无家事程序单行立法，现行《民事诉讼法》

也未系统配置家事案件特别规则，涉及婚姻、亲

子、收养、继承、监护、行为能力认定、宣告失踪

（死亡）、财产代管等家事案件的条文体量单薄，

并散落于《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文本中，

这才迫使所有家事案件全面适用《民事诉讼法》。

再因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非讼程序超级简化，

家事案件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面适用本质上又

是对诉讼属性之通常审判程序的全面援引。所以，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自始隐性采用大陆法系之实体

与程序二元并立的制度逻辑，并且潜在酝酿实体

与程序分立并行的体系构造。 

延至本世纪以来的《民法典》编纂进程，不仅

早已明确将家事实体制度规范以专编形式汇入法

典的目标，而且必须遵循自 1982 年《民事诉讼法

（试行）》和 1986年《民法通则》就正式选定之

实体与程序二元并立的制度逻辑。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民法典》，又与历经四次修改的 1991

年《民事诉讼法》遥相呼应，正式在我国塑成实体

与程序二元并立的法典文本格局。为系统规定家

事实体制度规范，《民法典》专门设置第五编婚姻

家庭和第六编继承，并同步废止原《婚姻法》《继

承法》和《收养法》。这在根本上标志着，我国已

经正式采用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家事法制体系

构造，从而提出更加迫切的家事程序专门立法需

求。 

二、家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两套规则体系间的立法

关系 

实体与程序分立并行的家事法制体系构造下，

对家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两套规则体系间之立法关

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大陆法系家事程序专门立法

模式的演变。最初“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模

式占主导地位，19 世纪末“家事程序单行立法”

模式才由日本开创，但本世纪来单行立法模式显

著扩张以致趋于主流。我国未来之家事程序专门

立法当顺应现代主流，选择单行模式立场。 

（一）合一立法模式的两种程序构造体例：以

广义民事程序涵摄家事程序 

民事与家事程序合一立法，立足民事程序法

典的文本统一性，专设编、章对家事程序作特别

规定。虽据对民事诉讼程序与非讼事件程序的法

典文本关系定位差异，它又先后形成“诉讼与非

讼合一”和“诉讼与非讼分化”两种程序构造体例，

但均广义定位民事程序概念以涵摄家事程序范畴，

差异在于涵摄方案和涵摄后的法典文本构造。 

“诉讼与非讼合一”的程序构造体例，初由

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所开创，后为《意大

利民事诉讼法》和我国“澳门民事诉讼法”延用。

它采“一典双层”的文本构造：“一典”是指，一

部民事诉讼法典涵盖民事诉讼程序和非讼事件程

序；“双层”则指，先将非讼事件程序融入法典以

塑成广义民事程序，再将家事程序汇入法典受广

义民事程序涵摄。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先以专

门编、章建立非讼事件程序通用规则体系，再设

专编集中规定家事案件特别规则，并隐性采用“诉

讼与非讼分化”程序法理，以实质区分家事诉讼

案件和家事非讼案件，从而分别援引民事诉讼程

序或非讼事件程序——这种援引以对家事非讼案

件作特别规定为基本方案，必要时就家事诉讼案

件作例外规定。又如《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先以

其第四卷特别程序集中规定非讼事件程序规则，

再于该卷第二编家庭和个人状况案件集中规定各

类家事案件的特别规则；但该法未明确非讼程序

概念，其第四卷也未建立非讼事件程序通用规则

体系，该卷第二编则隐性采用“诉讼与非讼混同”



29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程序法理，功能限于家事案件特别规则的形式化

集中。再如我国“澳门民事诉讼法”，先于第五卷

特别程序中第十五编非讼事件程序系统规定非讼

事件程序规则，再于该编第十二至二十章及第九

编诉讼离婚和第十编扶养之特别程序集中规定各

类家事案件特别规则；该法就家事案件特别规则

不仅内容上隐性采用“诉讼与非讼分化”的程序

法理，而且显性运用于立法编排，其第十五编的

第十二至二十章实质构成家事非讼程序，第九编

和第十编则实质构成家事诉讼程序。 

德国早期（2009 年之前）亦属“合一立法”

模式，且超越法国开创“诉讼与非讼分化” 的程

序构造体例，并曾为我国台湾地区早期（2012年

之前）翻版。它采“两典单层”的体系构造：“两

典”是指，以民事诉讼法典和非讼事件程序法典

分别规定民事诉讼程序与非讼事件程序；“单层”

则指，一面于民事诉讼法典专编确立家事诉讼程

序以涵摄于广义民事诉讼程序，一面于非讼事件

程序法典中专章确立家事非讼程序以涵摄于广义

非讼事件程序。其本质是由民事诉讼程序剥离非

讼事件程序，以“民事诉讼法+非讼事件程序法”

之二元立法为载体，显性运用“诉讼与非讼分化”

程序法理，专设编、章以分别集中规定家事诉讼

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从而使两者分离为独立审

判轨道。如，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确立民

事诉讼程序后，1898 年《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

又开创非讼事件程序；前法于第六编家事事件程

序确立家事诉讼程序，后法则于第二至五、八章

确立家事非讼程序。又如我国台湾地区，在 1930

年“民事诉讼法”后于 1964年制定“非讼事件法”；

前法于第九编人事诉讼程序确立家事诉讼程序，

后法则于第四章家事非讼事件确立家事非讼程序。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初创与主流化扩张：由

狭义民事程序剥离家事程序 

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打破民事程序法典的文

本统一性，以单行立法对家事程序作系统规定。

虽据单行立法文本形态和章、节编排，它又先后

形成了三种程序构造体例，但均狭义定位民事程

序概念以剥离家事程序范畴，差异在于剥离方案

和剥离后的立法文本格局。 

日本初创“单行立法”模式，并至今延用分立

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它采用一种恪守二元化

立法文本格局的技术性剥离方案：一面将民事诉

讼法典中的家事诉讼程序分离为单行法，一面将

非讼事件程序法典中的家事非讼程序分离为单行

法；二元化文本格局既于民事诉讼法典与非讼事

件程序法典间维持，且延续至家事诉讼程序与家

事非讼程序单行法之间。日本法的现代化因循德

国步伐，但民事诉讼立法差异巨大。1877年《德

国民事诉讼法》秉承一体化逻辑，自始单列第六

编以确立家事诉讼程序。日本民事诉讼立法却迈

向分散化传统，以“身份与财产关系有本质差异”

为由另定 1898年《日本人事诉讼程序法》而确立

家事诉讼程序。但同年《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中，

家事非讼事件还与民（商）事非讼事件共用一套

程序。至 1947年《日本家事审判法》，才将家事

非讼程序分离出来，《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则同

步废除第六至八章。至此，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

非讼程序分属两部单行立法，分立文本下之二元

分化体例正式成型。本世纪以来，2003年《日本

人事诉讼程序法》修改并更名《日本人事诉讼法》，

2011年《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取代《日本家事

审判法》。另外，韩国因受殖民统治而一度承袭日

本法，1991年前亦分置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

程序于《韩国人事诉讼法》和《韩国家事审判法》

中。 

2009 年《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

转采“单行立法”模式，并创制统一文本下之一元

统合体例。它采用一种开创一元化立法文本格局

的整合化剥离方案：由民事诉讼法典分离而来的

家事诉讼程序与原置于非讼事件程序法典中的家

事非讼程序，不仅被纳入统一立法，且系统化整

合为一套非讼性家事程序，从而实质性转入一元

化状态。德国原属“合一立法”模式，并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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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讼分化”的程序构造体例，但由《德国民事诉

讼法》和《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共同支撑百余年

的家事程序逐步遭遇三重深度危机：第一，诉讼

与非讼程序的分别立法造成规则交叉和适用困难；

第二，非讼程序适用范围的开放和扩张导致规则

体系紊乱；第三，全面推行职权主义诱发程序法

理冲突。为化解危机，《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的

修订于 2002年重启，明确“为所有非讼事件构建

统一程序”的任务，提出“整合分散于其他立法的

家事事件以实现审处程序全面非讼化”的目标。

最终，《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第一编

总则对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通用规则作统一

规定，第 1 条则明确：该法适用于所有家事事件

及非讼事件。《德国民事诉讼法》原第六编家事事

件程序的六类家事诉讼事件，及《德国法院组织

法》原相关条款的十六种家事非讼事件，为该法

第二编家事事件程序悉数涵盖。至此，所有家事

诉讼事件、家事非讼事件和传统民（商）事非讼事

件统合于一套非讼性程序中。 

2012年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转采“单

行立法”模式，创制统一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它采取一种折衷式剥离方案：由民事诉讼法典分

离来的家事诉讼程序与由非讼事件程序法典分离

来的家事非讼程序，既未各自单行立法，也未被

系统化整合，而是并立于该法当中，外在呈现一

元化格局，内在秉持二元化理念。我国台湾地区

“法”的现代化因循经日本修正的德国步伐，早

期其家事程序翻版德国“合一立法”模式。但在其

于 2005年修订“非讼事件法”以专章规定家事非

讼程序而完成这种翻版仅 4年后，2009年《德国

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就宣告转采“单行

立法”模式。继之，我国台湾地区 2012年“家事

事件法”虽再次跟随，但并未照搬统一文本下之

一元统合体例，而是折衷修正出统一文本下之二

元分化体例。该法首条确立“妥适、迅速、统合处

理家事事件”目标，以期于统一程序合并审处基

础事实关联之家事诉讼事件和家事非讼事件。为

此，该法并设第三编家事诉讼程序与第四编家事

非讼程序，分别取代“民事诉讼法”原第九编人事

诉讼程序和“非讼事件法”原第四章家事非讼事

件。此前，1991年《韩国家事诉讼法》（2016年

修改）也并设第二编家事诉讼案件程序和第三编

家事非讼案件程序，以取代原《韩国人事诉讼法》

和《韩国家事审判法》。 

（三）我国未来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单行模

式立场：顺应现代主流的选择 

我国当下，虽就推进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渐成

共识，但立法模式立场不无争议。争议源于对家

事程序与民事程序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 

学术领域早有观点主张仿日本就家事诉讼程

序单行立法，但因忽略家事非讼程序而非严格意

义之家事程序单行立法。后来虽提出家事诉讼特

别程序概念，但或立足《民事诉讼法》修改解读为

“合一立法”，或考量民事诉讼立法体系解读为

“单行立法”。眼下主流观点是“由普通民事程序

分离家事程序”，“制定独立的家事程序法典”，

甚至有学者提出“《家事诉讼法》建议稿和立法理

由书”。 

实务领域，2015 年 12 月第八次全国法院民

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

作，2016年 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开展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法

〔2016〕128号）。试点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牵头

建立家事审判改革联席会议制度。2017年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

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法〔2017〕18号），

明确将“向全国人大提出家事特别程序立法建议”

纳入其职能范畴；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将“探

索完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写入《关于进一步深

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试行）》

（法发〔2018〕12号）。至此，家事诉讼特别程

序的立法命题被正式提出。然而，恰如当初学界

分歧：既可理解为从属《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

也可理解为《民事诉讼法》之外的特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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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虽然法国、意大利和我国澳门等法

例仍延用“合一立法”模式，但随 2009年《德国

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和我国台湾地区

2012年“家事事件法”的转采，由日本开创的“单

行立法”模式渐趋成为现代主流。而且较于“合一

立法”，我国未来采此模式更有两大特殊优势： 

第一，对民事诉讼立法系统化程度的要求更

低，更符合我国立法的客观状态和未来需求。我

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历经四次修改，但程序单

一和平面化的不足未获实质改善。2007年和 2012

年修改前后，学界虽强烈呼吁立足程序分化（类）

理念推进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但因修改最终未

触及强制执行程序、非讼程序和家事程序专门立

法等，程序分化（类）的理论设想总体落空。而

2017 年的修改，仅限于第 58 条增加第二款以确

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而此后关于强制执行立法

的主导立场，明确转向单行立法模式。这意味着：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因体系粗疏而缺乏对新

定特别程序的吸纳能力，欲效仿“合一立法”模式

而将家事案件特别程序融入其中，需要对现有体

系构架的颠覆性改造甚至重构，这几乎是无法完

成的任务；而选择“单行立法”模式，却可不触及

现有体系构架而加速家事程序专门立法进程，这

也正是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于 2009 年和 2012 年

相继转采单行立法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贴近我国没有非讼程序立法传统的尴

尬现实，更易解决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立法关

系定位问题。我国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缺失，迫

使所有家事案件全面适用《民事诉讼法》。而家事

审判对诉讼属性之通常审判程序的全面援引，则

源于非讼程序的立法简化。我国至今无非讼事件

程序单行立法，《民事诉讼法》中针对八种非讼案

件的第十五章特别程序、第十七章督促程序和第

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也限于粗疏特别规定，并未

形成统一性非讼程序轨道。虽宣告失踪（死亡）和

行为能力认定等家事案件为第十五章涵盖而应直

接适用特别程序，也有司法解释规定代管人变更、

监护资格变更和人身安全保护等家事案件应比照

特别程序审理。但因第十五章之第二节至第七节

针对特类案件的特别规定难以比照适用于上述案

件，其第一节一般规定对于适用范围、一审终审、

审判组织、程序终结、另诉和审限的粗略规定也

不足以提供一般性规则支撑，且其第 184 条明确

“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所以，

名为“直接”或“比照”适用特别程序的前述家事

案件，最终也实质性援引诉讼属性之通常审判程

序。而“合一立法”模式虽有“诉讼与非讼合一”

和“诉讼与非讼分化”两种程序构造，但均以非讼

程序的系统设定为前提，才得以妥当解决家事诉

讼与家事非讼的关系定位问题。不同在于：前者

采“一典双层”文本构造，以广义民事程序涵摄非

讼事件程序，于民事诉讼法专设编、章建立非讼

事件程序规则体系；后者采“两典单层”文本构造，

由民事诉讼程序剥离非讼事件程序，制定非讼事

件程序单行立法。这意味着：我国缺乏非讼事件

程序的立法传统和制度积淀，欲效仿“合一立法”

并妥当定位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间的关系，需要

系统化重构《民事诉讼法》中的非讼程序或制定

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这同样是过于艰巨的任

务；而选择“单行立法”模式，更易在非讼程序超

简化窘境下妥当解决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立法

关系定位问题。 

三、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的立法

关系 

“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渐成主流趋势下，

分化形成三种代表性法例。尽管相关立法兼有家

事调停（调解）和履行确保（与强制执行）的专编

规定，但家事审判的程序设计才是根本差异，对

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之立法关系

的不同定位才是法例分化的本质原因。对应三种

法例，这种立法关系定位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包

含三种程序构造逻辑。我国未来家事程序单行立

法，须于其间作妥当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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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程序分立并行 

日本创延至今的分立文本下之二元分化体例，

恪守“诉讼与非讼分化”的程序法理，从而在家事

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维持“分立并行”

的立法关系。“分立”是指，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

非讼程序分属《日本人事诉讼法》和《日本家事事

件程序法》；“并行”则指，两套审判程序并列施

行而无位阶差异。 

基于这种程序构造逻辑，依托《日本民法典》

中的家事实体制度规范，两部立法首先对家事案

件进行“二元两级”系统分类。“二元”是指《日

本人事诉讼法》中的家事诉讼案件和《日本家事

事件程序法》中的家事非讼案件；“两级”则是指

两种案件各自的分类层级。据前法第 2 条：在一

级分类上，家事诉讼案件涵盖婚姻、亲子和收养；

在二级分类上，婚姻涵盖婚姻无效及撤销、离婚、

协议离婚无效及撤销、婚姻关系确认，亲子涵盖

婚生子否认、子女认领、认领无效及撤销、确定父

亲、亲子关系确认，收养涵盖收养无效及撤销、解

除收养、协议解除收养无效及撤销、收养关系确

认。据后法：在一级类别上，家事非讼案件分为

“仅能审判的案件”（别表一）和“兼用调停的案

件”（别表二）；在二级类别上，第二编家事审判

程序的第二章家事审判事件分列第一至二十七节，

家事非讼案件细分为成年监护、保佐、辅助、不在

者财产管理、宣告失踪、婚姻、亲子、亲权、未成

年监护、扶养、废除推定继承人、推定祭具继承人、

遗产分割、承认或放弃继承、继承人不存在、遗嘱、

特留份额、任意监护契约等二十七种。 

以“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系统分类作为立法

编排线索，两部立法又建立“双轨三层”的家事审

判规则体系。“双轨”是指前法中的家事诉讼程序

和后法中的家事非讼程序；“三层”则指两部立法

为两套程序分别配置的三层规则。前法中：家事

诉讼程序的第一层规则（第 1、3、29条），是定

位于特别法就一般事项援用《民事诉讼法》；其第

二层规则（第一章总则），是就特别事项建立家事

诉讼程序通用规则；其第三层规则（第二至四章），

是分别针对三类案件的特别规则。后法中：家事

非讼程序的第一层规则（第一编总则），是定位于

一般法而拒绝援用《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并建

立家事非讼程序通用性规则；其第二层规则（第

二编家事审判程序之第一章总则），是建立家事

非讼审判程序通用规则；其第三层规则（第二章

家事审判事件的第一至二十七节），是针对各类

家事非讼案件的特别规则。 

（二）一元化之非讼性家事程序统合构造 

2009年德国创制统一文本下之一元统合体例，

颠覆“诉讼与非讼分化”逻辑而开创“非讼性一元

统合”法理，将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统合为“一元

化之非讼性”审判程序轨道。“一元化”是指为家

事诉讼事件、家事非讼事件和传统民（商）事非讼

事件配置一套审判程序；“非讼性”则指，既以现

代非讼程序法理为根基，又适度修正以兼容诉讼

程序法理。具体包括：第一，弱化“单方程序进程

逻辑”兼容“两造对抗程序构造”；第二，弱化“职

权探知主义”兼容“事件主体协力证明”；第三，

弱化“职权进行主义”兼容“程序保障原理”。 

基于这种程序构造逻辑，依托《德国民法典》

中的家事实体制度规范，《德国家事事件和非讼

事件程序法》首先对家事案件进行“一元两级”的

系统分类。“一元”是指该法不再区分家事诉讼与

家事非讼案件；“两级”则指家事事件的分类层级。

在一级分类上，据其第 111 条：家事事件涵盖婚

姻、亲子、血缘、收养、家庭财产、暴力保护、供

养均衡、抚养、夫妻财产、其他家庭事件和同性生

活伴侣事件。在二级分类上，据该法第二编家庭

事件的程序之第二至十二章：婚姻涵盖离婚、撤

销婚姻、确认婚姻关系、离婚附随事件（第 121条）；

亲子涵盖父母照护和交往权、交付子女、监护、未

成年人照管和收容事件（第 151 条）；血缘涵盖

血缘关系确认、代为同意基因检测、血缘鉴定查

阅、生父身份事件（第 169条）；收养涵盖收养、

代为同意收养、解除收养、免除结婚禁止事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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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条）；家庭财产涵盖婚姻住房、其他家庭财产

事件（第 200 条）；暴力保护指家族暴力保护事

件（第 210条）；供养均衡特指供养均衡事件（第

217 条）；抚养涵盖亲属、婚姻法定抚养和抚养请

求权事件（第 231 条）；夫妻财产涵盖基于夫妻

财产的请求权事件（第 261 条）；其他家庭事件

涵盖源于婚约、婚姻、亲子、交往权、分居、离婚

等的请求权事件（第 266 条）；同性生活伴侣事

件涵盖源于同性生活伴侣关系的前述各类事件

（第 269条）。 

以“一元两级”的家事案件系统分类为立法编

排线索，该法又建立“单轨三层”的家事审判规则

体系。“单轨”是指该法为所有家事案件配置一套

审判程序；“三层”则指其为这套“一元化之非讼

性”程序设定的三层规则。其第一层规则（第一编

总则），是适用于所有的家事事件及民（商）事非

讼事件的通用规则；第二层规则（第二编家庭事

件中的程序的第一章一般规定），是仅限适用于

所有家事事件的通用规则；其第三层规则（第二

编家庭事件中的程序的第二至十二章），是针对

十一类家事事件的特别规则。 

（三）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程序并立协行 

2012年我国台湾地区采用统一文本下之二元

分化体例，选择折衷“诉讼与非讼分化”和“非讼

性一元统合”程序法理，从而于家事诉讼与家事

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塑成“并立协行”的立法关

系。“并立”是指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非讼程序并

属同一单行立法；“协行”则指两套审判程序协力

运行以统合处理家事案件。 

基于这种程序构造逻辑，依托民法典中家事

实体制度规范，我国台湾地区“家事事件法”首先

对家事案件进行“二元两级”系统分类。“二元”

是指对应该法第三编的家事诉讼案件和对应第四

编的家事非讼案件；“两级”则是指两种案件各自

的分类层级。在一级类别上：据该法第 3 条，家

事诉讼案件被分为甲（身份关系确认）、乙（身份

关系变更）、丙（源于身份关系的财产性请求权），

家事非讼案件则是被分为丁（不准调解）、戊（允

许调解）。在二级类别上：据该法第三编家事诉讼

程序的第二至四章，家事诉讼案件又分为婚姻、

亲子关系和继承诉讼三类；据第四编家事非讼程

序的第二至十三章，家事非讼案件又分婚姻、亲

子、收养、未成年人监护、亲属间扶养、继承、失

踪人财产管理、宣告死亡、监护宣告、辅助宣告、

亲属会议和保护安置十二类。 

以“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系统分类为立法编

排线索，该法又建立“双轨四层”的家事审判规则

体系。“双轨”是指并列置于该法之第三编和第四

编的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四层”则指

该法为确保两者协力运行以统合处理家事案件而

设定的四层规则。其第一层规则（第一编总则），

是针对所有家事案件并兼容调解的家事程序通用

规则；其第二层规则，是统合处理目标之下的家

事案件合并审判规则——家事诉讼程序中的合并

审判规则（第 41-43 条）和家事非讼程序中的合

并审判规则（第 79条）；其第三层规则，是分设

的家事诉讼程序通用规则（第三编家事诉讼程序

的第一章通则）和家事非讼程序通用规则（第四

编家事非讼程序的第一章通则）；其第四层规则，

则是分别针对三类家事诉讼案件的特别规则（第

三编家事诉讼程序的第二至四章），及分别针对

十二类家事非讼案件的特别规则（第四编家事非

讼程序的第二至十三章）。 

（四）我国未来单行立法的家事程序构造 

选择“单行立法”模式的主流立场下，我国学

界对于“家事程序构造”的研讨尚未实质展开。这

根本源于对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

之立法关系问题的忽视，又突显为家事非讼程序

之系统研究的缺位。对于广义非讼程序的研究，

虽间接提及家事非讼程序，但多是只言片语。对

广义家事程序的研究，虽应直接涵盖家事非讼程

序，但也多止于一笔带过，甚至是刻意回避。少数

文献单设标题讨论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的关系，

实属难能可贵。所幸，眼下有开明学者在提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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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法》建议稿时，开始隐性模拟“家事诉讼与

家事非讼并立协行”的程序构造：先于其第 2 条

（适用范围）将家事案件二元区分为身份关系和

相关财产纠纷（相当于家事诉讼案件）与家事非

讼案件；进而，以第一章总则作为基础，专设第二

章家事诉讼程序和第三章家事非讼程序，分别为

两个审判轨道确立程序通则和类案特则，以使两

者呈现并立状态。然而，在其“立法理由书”中，

既未系统论证两者间的立法逻辑关系，更未同步

配置家事案件合并审判规则以确保两者协力运行。 

本文认为，学界提出之《家事诉讼法》建议稿

隐含“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并立协行”的程序构

造，虽缺乏系统考量，但却是妥当取舍。其理由有

三： 

第一，恪守二元分化法理从而使“家事诉讼与

家事非讼分立并行”的程序构造，以德国开创之

“民事诉讼法+非讼事件程序法”的二元立法格局

为逻辑基础，以日本特有之民事诉讼分散化单行

立法传统为生存土壤，难以融入我国现有立法格

局，且已为 1991年《韩国家事诉讼法》抛弃。正

因沿袭二元立法格局，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

后，1898 年《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得以制定，

并涵盖家事非讼事件与传统民（商）事非讼事件；

正因开辟分散化立法传统，1898年《日本人事诉

讼程序法》确立家事诉讼程序后，1947年《日本

家事审判法》又由《日本非讼事件程序法》分离家

事非讼程序，“分立并行”的程序构造得以形成。

此后，日本分散化单行立法传统延展百年。到 1996

年修改时，《日本民事诉讼法》狭义化为民（商）

事诉讼审判程序。这样，在 2003 年《日本人事诉

讼法》和 2011年《日本家事事件程序法》中，“分

立并行”的程序构造才得以延用。然而，我国《民

事诉讼法》一元孤立，缺失非讼事件程序单行法，

更未形成分散化立法传统。 

第二，“一元化之非讼性”家事程序构造，虽

颠覆二元分化逻辑而开创一元统合法理，但其本

质是二元立法格局下对原《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

的系统升级，以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的深厚积

淀为历史基础，需要实现现代非讼程序法理与诉

讼程序法理系统兼容，无法为我国未来家事程序

单行立法采用。正因原《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和

《德国民事诉讼法》共同支撑的二元分化家事程

序遭遇深度危机，《德国非讼事件程序法》修订才

于 2002年重启，并提出“为所有非讼事件构建一

元化程序”的任务；正是通过对现代非讼程序法

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系统兼容，2009 年《德国家事

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才得以实现“家事事件

审处程序全面非讼化”目标。而我国既缺失非讼

事件程序单行立法，《民事诉讼法》中的非讼程序

也超级简化，尚无二元分化的家事程序；而且学

界对现代非讼程序法理的研究才刚起步，尚不足

以为其与诉讼程序法理的系统兼容提供充分支撑。 

第三，折衷二元分化与一元统合程序法理以

使“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并立协行”的程序构造，

本质上是突破二元立法格局的一种单行立法策略，

得益于我国台湾地区相对浅淡的非讼事件程序单

行立法历史基础，无须苛求现代非讼程序法理与

诉讼程序法理的系统兼容，契合我国未来家事程

序单行立法需求，且早为 1991年《韩国家事诉讼

法》转采。正因非讼事件程序单行立法历史基础

相对浅淡，我国台湾地区 2012年转采“单行立法”

模式，根本是因循德国立法经验的惯性，而非源

于二元分化家事程序的深度危机，故未选择“为

所有非讼事件构建一元程序”的进路，也未采取

系统升级原“非讼事件法”的方案，而是单行制定

“家事事件法”；所以，它既不奢望全面非讼化，

也未苛求非讼程序法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系统兼容，

而是以“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分类为立法编排

基本线索，并设第三编家事诉讼程序与第四编家

事非讼程序，建立“双轨四层”的规则体系以确保

两者协力运行，以期实现统合处理家事事件的目

标。可见，作为兼容化修正结果的这种程序构造，

既因突破二元立法格局而更贴近我国缺失非讼事

件程序单行立法的现实，又能避开系统兼容非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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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法理与诉讼程序法理的难题而为我国非讼程

序法理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窗口期限。 

四、我国《家事案件特别程序法》的未来框架 

立足前文对我国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模式和程

序构造的选择，提出以下框架构想（见图表）： 

第一，为确保立法术语体系严谨，应遵循现代

家事程序单行立法以案件类型为编排线索的规律，

超越学界提出并为家事审判改革所采用之“家事

诉讼特别程序”的概念表达，采用《家事案件特别

程序法》的立法命名。 

第二，先要立足《民法典》的家事实体规范实

现“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系统分类，再并列设置

家事诉讼程序和家事非讼程序，并为确保两者能

协力运行而建立“双轨四层”的审判规则体系。 

第三，因该立法框架构想以家事诉讼与家事

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的立法关系为主线，故未来

立法还要突破该框架而一并设定第四章履行确保

与强制执行和第五章附则，以分别解决“家事裁

判履行、执行”和“与《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衔接”

问题。 

 

 

朱广新：论监护人的确定机制｜中国应用法学·专论 

2022-07-08   中国应用法学  朱广新 

https://mp.weixin.qq.com/s/JfftfkGhl-ZLPYCyYTWX8Q 

《中国应用法学》是最高人民法院主管，中国

应用法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期刊，在 2021

年正式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目录，成为自

2017 年以来新创办法学期刊中唯一当选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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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编者按法学专论 

《中国应用法学》的办刊宗旨是“沟通理论

与实务，繁荣应用法学研究”。本刊始终遵循应

用法学时代嬗变的必然要求，坚持聚焦人民法院

审判执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服务司法决策和国

家立法。应用法学的理论力量，正是来自于服务

审判执行工作大局的实践要求。为进一步促进法

学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智慧的转化，本刊专设

“法学专论”栏目，融汇专家学者有关应用法学

最新发展的鸿文大作，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

间搭建融会贯通的桥梁。本栏目秉持“以文会友，

依法结缘”的宗旨，诚邀海内外司法同仁与专家

学者为中国应用法学的发展集思广益、贡献力量。

特此编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朱广新研

究员撰写的《论监护人的确定机制》，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父母是其未成年子女的自然监

护人，父母责任（亲权）不可抛弃且不得转让，遗

嘱指定的监护人只能填补父母的缺位，不能在父

母一方尚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取代父母。指定监护

人在遗嘱生效时可以拒绝就任。有监护资格的人

之间以协议确定监护人的规则，缓和了法定监护

制度的严苛性，利于实现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但其适用不能完全不顾法定的监护人顺位。成年

人以书面协议为自己事先选定监护人的方法，是

一种预防性监护人预定措施，协议当事人可在监

护关系成立前任意解除协议。监护关系成立后，

监护人的协议解除权之所以受到限制，是因为担

心监护人懈怠其职责。 

关键词：监护  遗嘱指定监护  法定监

护  意定监护 

如何选择合适的监护人是监护制度应解决的

首要问题。父母以遗嘱指定监护人、依法律规定

直接确定监护人及由法院或其他机构选定监护人

是确定监护人的三种基本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在传承原《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有关依法确定监护人的规定的基础上，增设以遗

嘱指定监护人、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以协议确定监

护人、成年人以书面协议为自己确定监护人等监

护人确定方式，发展并丰富了监护人确定机制，

为实现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提供了更大可能

性。为增强法律适用的明确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总则编解释》）对

《民法典》有关监护人确定的几项新规定作了解

释。因为该司法解释以抽象条文简明诠释法典条

文之时，未提供正式解释理由，所以如何理解其

规范意义需要进一步解释。本文拟立足于监护法

理和《民法典》的规定，对《民法典总则编解释》

关于父母以遗嘱指定监护人、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以协议确定监护人、成年人以协议为自己确定监

护人的规定进行阐释，以为被监护人选择合适的

监护人为核心作出解释性探究。 

01 父母以遗嘱指定监护人 

如何养育、保护未成年人，使其发展成为具有

自主意思、独立人格和自立能力的市民，是近现

代亲属法的重要规范事项。大陆法系为此确立亲

权与监护制度。经由“家本位”“亲本位”至“子

女本位”的亲子关系法律思想嬗变，亲权从父母

对子女的支配权力演变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予以

养育、保护并代其作出决定的权利义务。只要存

在父母身份（亲子关系），父和/或母即自然对未

成年子女负担、行使养育、保护的权利义务。无父

母（如弃婴）、父母皆死亡、被剥夺亲权或不能行

使亲权时，应为未成年人确定监护人。监护是在

亲权缺位时为养育、保护未成年人而备置的法律

措施，其根本目的是“代替父母照顾”，创造适合

未成年人独立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家庭环境。从未

成年人养育、保护这一根本需求看，父母是未成

年子女的天然照管人，监护人则为父母的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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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有关监护的规定在两方面迥异于大

陆法系的传统做法。一是以监护概念统括未成年

人的养育、保护事务等，不区分亲权与监护，将父

母直接称作其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二是将成年

人监护与未成年人监护予以统一构造。在此种立

法体例下，《民法典》第 29条将大陆法系传统的

遗嘱指定监护规定为，“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

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针对法律适

用中出现的问题，《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

对《民法典》第 29条作出两款解释。 

（一）遗嘱指定监护的监护人确定 

《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第 2 款规定：

“未成年人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父母中的一方通

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另一方在遗嘱生效时有监护

能力，有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人

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确定监护人。”该规定以父母通过遗嘱为未成年

子女指定监护人为适用对象，针对的现实问题是，

指定监护人的遗嘱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发生监护人

确定产生的法律效力。其所涉基本理论问题是，

遗嘱指定监护作为一种监护人确定方式，应具备

何种构成条件。 

生儿育女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养育和保护

子女健康成长直至成年，是父母的天职。近现代

亲属法为此专设亲权制度，明定父母养育保护未

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养育与保护主要体现为负

担或责任，而非个人主义观念下的受益或权利。

因此，《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将其亲属

编中的亲权（elterliche Gewalt）概念修改为父

母照顾（elterliche Sorge），《英国儿童法案》

则以“父母责任”（parental responsibility）

概念取代了“父母权利与义务”（parental rights 

and duties）概念。亲权、父母照顾或父母责任

因而被认为应专属于父母，父母不得将其抛弃，

或转让于他人。 

《民法典》对于监护所设专节，首先作出“父

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的规定（第 26条），紧接着规定：父母是未成年

子女的监护人；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

由其他个人或组织依照法定顺序担任监护人（第

27 条）。这些规定不仅将未成年人监护植根于父

母义务之下，而且在未成年人养育与保护上凸显

了“父母责任当先”思想。这与父母是未成年子女

的自然监护人，非父母监护人只是父母之替代者

的亲权与监护二分的近现代民法观念实质上一脉

相承。因此，至少在未成年人照顾人的确定上，我

国《民法典》虽无亲权之名，但确有父母照顾或父

母责任之实。更不容忽视的是，《民法典》第 34

条继承原《民法通则》第 18条，在将监护界定为

一种“职责”的前提下（第 1款），作出“监护人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

规定（第 2 款）。该两款规定一方面表明监护权

具有权利义务合体的特性，另一方面明示，监护

之本实乃是职责、责任或义务。因此，在未成年人

养育和保护上，我国《民法典》以其颇具特色的规

定彰显了监护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以及父母责任当

先的法制思想，该思想之源是以儿童最佳利益为

核心的亲子关系观念。 

遗嘱指定监护，是指父母订立遗嘱为子女挑

选合适的监护人，于遗嘱生效后由指定之人替代

父母照顾。相比于依法强制确定监护人及由法院

或其他机构选任监护人，遗嘱指定监护无疑是亲

权的自然延伸，因此能够更好地实现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的原则。根据亲权或父母责任理论，只要

父母一方健在且未丧失监护人资格与监护能力，

未成年人就应当处于父母一方的照顾之下，父母

任何一方不得以遗嘱指定监护方式限制、剥夺另

一方养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父母之

外的任何个人或组织无权干涉、限制、排除父母

对其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和保护。因此，如果不要

求履行特别的任命程序，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

人的遗嘱，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发生非父母监

护人确定产生的法律效力：父母一方以遗嘱指定

监护人的，遗嘱生效时，父母另一方已死亡、被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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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监护人资格、丧失监护能力，或父母另一方因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失踪等因素不能履行监

护职责。即是说，订立遗嘱的父母一方在遗嘱生

效时必须是未成年子女唯一能够履行监护职责的

人。父母共同行使亲权或监护权时，一方以遗嘱

指定监护人的，如父母同时死亡，该指定监护有

效。夫妻离婚时，担任未成年子女监护人的一方

以遗嘱指定监护人，而其死亡时另一方健在且未

丧失监护人资格与监护能力的，该遗嘱不发生监

护人确定产生的法律效力，子女自遗嘱人死亡时

应由他方监护，且他方可以遗嘱指定监护人。父

母各自以遗嘱指定监护人后同时死亡时，其遗嘱

仍然有效，由各自指定之人为监护人，共同行使

监护权。父母一方作成遗嘱时虽担任监护人，但

其死亡时已丧失监护人资格或能力的，则其指定

不发生效力。 

据上而言，父母双方健在时，任何一方通过遗

嘱指定监护人的，只要另一方在遗嘱生效时有监

护能力，指定监护人的遗嘱就不能发生监护人确

定产生的法律效力，未成年人依据父母责任理论

应由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一方履行监护职责。《民

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第 2 款对此作出了“有

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

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监护

人”的规定。所谓“有关当事人”，主要是指遗嘱

指定之人、健在且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一方及有

一定意思能力的未成年人。所谓“应当适用民法

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监护人”，是指

应当根据《民法典》第 27条第 1款的规定，由父

母一方确定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概而言之，

《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第 2 款主要适用于

三种情形：一是父母双方共同担任未成年子女的

监护人时，一方以遗嘱为未成年子女指定了监护

人，在该遗嘱生效时另一方未丧失监护人资格且

具有监护能力。二是父母双方健在时，另一方丧

失监护人资格或丧失监护能力，或另一方因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失踪等因素不能履行监护职

责，监护人仅由父母一方担当时，单独履行监护

职责一方以遗嘱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但在

遗嘱生效时，另一方已恢复监护人资格、监护能

力、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重新出现。三是父母

离婚时，依据约定或法院裁定，与子女共同居住

的一方担任监护人的，担任监护人的父母一方以

遗嘱为未成年子女指定了监护人，遗嘱生效时父

母一方具有监护能力。 

须注意的是，《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

第 2 款实际上隐含地提出了一个值得阐明的问题：

父母一方能否在另一方可履行监护职责时以遗嘱

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第 7 条第 2 款没有对

此作出明确回答。该问题涉及指定监护人之遗嘱

的成立与生效。遗嘱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在《民

法典》或其他法律未作特别规定时，遗嘱的成立

应遵循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规定。根据《民

法典》第 134 条第 1 款，遗嘱应当自订立遗嘱的

人作出单方意思表示时成立。指定监护人的遗嘱

只是遗嘱的具体类型之一，其与指定继承人的遗

嘱同属遗嘱范畴，二者之不同仅仅体现在遗嘱的

具体效力上。因此，即使父母双方共同担任监护

人，任何一方也可以单独以遗嘱为子女指定监护

人。问题的关键在于，父母一方在此种情形下所

立遗嘱能否发生效力。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民法典》规定，“父与

母指定不同的人为监护人的，以最后死亡的父母

一方所指定者为有效”（第 1776 条第 2款）；“父

母限于在死亡时对子女的人身和财产享有照顾权

者，始得指定监护人”（第 1777 条第 2款）。依

此规定，父母任何一方皆可以遗嘱为子女指定监

护人，或如史尚宽所作理解：父母之一方虽于他

方生存中，亦得以遗嘱指定监护人，惟于双方死

亡时，以最后死者之遗嘱为准。在我国台湾地区，

对于父母一方是否得于他方可行使亲权时以遗嘱

指定监护人，虽存在争议，但学者多持肯定见解，

认为遗嘱非当然无效，仅在遗嘱发生效力时，该

一方不为最后行使亲权者，其遗嘱指定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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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均以遗嘱指定监护人的，以最后行使亲权之

父或母所立遗嘱为准。 

（二）指定监护人的拒绝权 

《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第 1 款规定：

“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

人，遗嘱生效时被指定的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确定监护人。”该规定明确承认了三项

规则：一是《民法典》第 29条规定的遗嘱指定监

护亦可适用于成年人监护；二是遗嘱指定之人有

权拒绝担任监护人；三是遗嘱指定监护优先适用

于法定监护。 

在大陆法系，遗嘱指定监护以被监护人为未

成年人为适用对象，成年人监护一般不适用于遗

嘱指定监护。《民法典》第 29条将遗嘱指定监护

的适用对象界定为“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

的”。根据其文义及法条序列，遗嘱指定监护可适

用于未成年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相比于其他任何人，父母基于对

子女的自然爱护和亲密关系，更了解子女的智力

或精神健康状况，更关心子女的发展或生存状况，

从而更明白子女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或照料。因此，

父母即使担任其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基于父母子

女之间的天然情爱，允许父母以遗嘱为作为被监

护人的成年子女挑选合适的监护人，同样有助于

实现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不过，遗嘱指定监护作为一种监护人确定方

式，通常会面临如下问题：遗嘱生效时被指定之

人不愿意担任监护人。遗嘱是一种死因单方民事

法律行为。父母订立遗嘱为子女指定监护人时，

或者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事先没有征求被指定

人的同意，或者是在征求被指定人事先同意的情

况下作出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均存在遗嘱生

效时被指定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可能性。被指

定人不愿意担任监护人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监

护目的，完全不可行。因此，遗嘱指定监护并不意

味着，遗嘱一旦生效，被指定人即确定地成为监

护人，它只是赋予被指定人一种担任监护人的资

格。被指定人是否担任监护人，应依其是否愿意

履行监护职责及是否具备监护能力而定。在履行

监护职责纯属无偿付出的情况下，根据意思自治

原则，监护人之承担尤应尊重被指定人的意愿。

因此，《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第 1 款明确

规定，遗嘱指定之人可以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理

解该规定时须注意以下两方面。 

第一，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的人须为担

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之父母。对于未成年人监护，

享有指定权者必须是实际担任监护人的父母，因

无监护能力而未担任监护人，或被撤销监护人资

格的父母，不享有指定权。对于成年人监护，父母

作为第二顺位的法定监护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

可享有指定权：一是作为被监护人的成年人无配

偶，或者其配偶无监护能力或被撤销监护人资格；

并且，作为被监护人的成年人无子女、其子女无

监护能力、其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或其父母与

其子女达成协议约定由其父母担任监护人。二是

依据《民法典》第 28条，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之间通过协议确定由成年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 

第二，被指定人须在遗嘱生效时不同意担任

监护人。遗嘱指定监护在适用上可能会发生此种

情况：遗嘱指定的人事先不知道自己被指定为监

护人，或者即使事先知道自己被指定为监护人，

但却不知道或不能及时知道遗嘱于何时生效。在

此情况下，需要遗嘱执行人把遗嘱指定监护人的

事实及遗嘱人死亡的事实及时告知被指定之人。

知道遗嘱生效后，被遗嘱指定之人应当及时履行

监护职责。值得思考的是，被指定之人是否可以

无任何正当理由地“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监护是

一种无报酬的心力付出，按照民法的理性人假设

和意思自治原则，人们通常不会愿意接受这种有

劳无获的付出。故而，法律通常将可能担任监护

人的人限制在家庭或家族之内，从家族血脉相连

的意义上正当化监护职责的承担。父母以遗嘱指

定监护时，一般会基于亲子情爱为子女选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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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监护人，被指定人的意愿、能力、条件等因

素通常会被一并考虑，即使临时订立遗嘱予以指

定，父母也不会随意选择监护人。因此，被给予充

分信任的被指定人，通常不会不同意担任监护人。

但是，就《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7 条第 1 款而

言，其重要意义在于：赋予被指定人一种拒绝接

受承担监护职责的权利。这一规定与《民法典总

则编解释》第 11条第 1款所作意定监护情形下协

议任何一方可以任意解除监护协议的规定，在体

系上保持了均衡。从比较法上看，遗嘱指定之人

可以拒绝接受指定，亦有先例可循。例如，《法国

民法典》第 401 条规定，“由父或母选定的监护

人，并非一定有义务接受监护权，但如其属于虽

无此项专门的选定，亲属会议亦可委以监护权的

人，则不在此列”。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093条规定：遗嘱指定的监护人应于知悉其为监

护人后十五日内，将姓名、住所报告法院；于前项

期限内，监护人未向法院报告者，视为拒绝就职

（1997年增订）。 

另须注意的是，被指定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

的，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遗嘱生效后作出接受

或拒绝接受的意思表示，未在合理期限内作出表

示的，视为拒绝接受指定。在遗嘱指定之人作出

选择前，遗嘱执行人有义务将遗嘱指定之人暂时

不能确定是否担任监护人的事实及时告知被监护

人的法定监护人，并由该法定监护人临时承担监

护职责。遗嘱指定之人确定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

应当根据《民法典》第 27 条第 2 款及第 28 条的

规定为被监护人确定监护人。 

02 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以协议确定监护人 

《民法典》第 30条规定：“依法具有监护资

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协议确定监护

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这是《民法典》

将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5

条稍作改造而予以法典化的结果。该规定一方面

舒缓了《民法典》第 27、28条关于法定监护之监

护顺位的刻板和僵化，尊重了监护人的意思，利

于为被监护人确定比较合适的监护人；另一方面

也考虑了对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尊重，利于实现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为更好地发挥该条的

作用，《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8 条以两款规定

对其第一句所作“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

以协议确定监护人”作出了解释，明确了以协议

确定监护人之规定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操作方法。 

（一）法定监护的局限性 

确定监护人是监护的首要问题，原《民法通

则》为此确立了以法定监护为主干、以指定监护

为补充的监护人确定机制。《民法典》总则编第二

章第二节（监护）在哪些人应当担当监护人上仍

然把法定监护制度置于首要规范地位。法定监护

的特点是，主要遵循亲疏远近的亲等秩序，按照

法定顺位在近亲属之间强制性地确定监护人。从

挑选合适监护人的角度看，法定监护存在一个明

显缺陷，即忽视了被监护人与法定监护人之间事

实上（而不是血缘上）的亲密程度和联系状况，无

法顾及被监护人与法定监护人的意愿。根据《民

法典》第 27、28条的规定，同一顺位的法定监护

人通常为两人以上，而这些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在

居住状况、日常联系、情感关系等方面可能大不

一样。这些因素难免不会影响各个法定监护人承

担监护职责的真实意愿，并最终影响到监护职责

的履行状况。 

从比较法上看，法定监护作为一种重要的监

护人确定方式，自 20世纪中期以来显现了两种不

同发展趋势：一是严格限制法定监护人的范围。

例如，《法国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

1964年被修改后，法定监护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最

近亲等中直系尊血亲仅存一人（第 401、402条）。

而修改前的《法国民法典》则把法定监护人依顺

序规定为，父系祖父、母系祖父、父系曾祖父（旧

第 402、403条）。再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094条曾将法定监护人依顺序规定为：（1）与未



30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2）家长；（3）不与未成

年人同居之祖父母；（4）伯父或叔父；（5）由亲

属会议选定之人。经 2000年修订的“民法”则将

法定监护人的顺序缩小为：（1）与未成年人同居

之祖父母；（2）与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3）不

与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是废除法定监护人

的规定。例如，自 1900 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

第 1776 条把法定监护人限定为两个顺序：（1）

受监护人父方之祖父；（2）受监护人母方之祖母。

经 1957年修改的《德国民法典》废除有关法定监

护的规定，把父母指定监护与监护法院选定监护

规定为监护人产生的基本方式。 

比较可知，《民法典》有关法定监护人的规定

明显过于宽泛，由此在规范事实及法律逻辑上衍

生出法定监护人争议问题及应对该问题的指定监

护制度。由社会现实看，监护人争议问题不仅会

损害各法定监护人之间的亲属情感和关系，而且

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作为未成年人成长之重要条

件的家庭或家族环境。虽然法律规则不可能完美

无缺，但其至少不应成为制造问题的祸端。就法

定监护而言，指定监护的规则设计尽管可以应对

监护人争议问题，但该种问题解决办法在制度效

益上远远比不上通过严格限制法定监护人从而根

本杜绝监护人争议的制度安排。以此而言，在仍

然坚持原《民法通则》有关法定监护人规定的情

况下，增设协议确定监护人制度，实乃《民法典》

从源头上化解法定监护之弊端的重要措施。 

（二）父母以协议确定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民法典》第 30条有关以协议确定监护人的

规定，在理解适用上应当区分未成年人监护与成

年人监护。 

在成年人监护情形下，有监护能力的配偶、父

母、子女及其他近亲属皆具有监护资格，他们应

否履行监护职责及能否享有监护权利，取决于其

法定监护顺位。虽然各监护人之间的顺位安排充

分考虑了被监护人与监护人之间的亲疏程度，但

现实中，顺位在前者未必能够实现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例如，被监护人年事已高时，其配偶

一般也至高龄，由其履行监护职责，也许力不能

及。在此情况下，前一顺位的人虽然可以无监护

能力为由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有无监护能力是一

个弹性概念，需要依据个案事实裁定，无法予以

客观确定。相关当事人一旦因此发生争议，被监

护人的照顾或保护就会受到影响。为克服法定顺

位的严苛性，由具有监护资格的同一顺位的人或

不同顺位的人，以类似于亲属会议的形式，通过

友好协商选择确定一个或多个有意愿、能胜任的

近亲属担任监护人，无疑能够更好地实现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未成年人监护在监护人确定上与成年人监护

差异巨大。根据《民法典》第 26条第 1款和第 27

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自然或当然的监护人，父

母之间不得通过协议排除、限制父母任何一方的

监护义务及与此相关的权利，父母任何一方不得

将养育、保护子女的义务移转给第三人甚至是父

母另一方。限制、排除或移转父母责任的协议撕

裂了作为未成年人人格发展之必要条件的家庭环

境，严重违背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在婚姻存续期

间，父母应共同行使亲权。父母离婚或分居时，父

母双方可以按照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约定由一方承

担监护职责，协商不成的，由法院裁定。鉴于父母

监护职责的专属性或不可推卸性，在未成年人监

护中，父母之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在未成年人监

护上根本不可以与未成年人的父母相提并论，他

们承担监护职责及享有监护权只能以父母监护完

全缺位为前提。因此，未成年人的父母不得与其

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把监护权利义

务移转出去，或者约定免除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

的监护职责。即是说，《民法典》第 30条有关协

议确定监护人的规定，不适用于未成年人之父母

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以协议确定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8条第 1款

第一句，即是这种意义上作出的解释。如果未成

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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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转让监护的权利义务，该约定可以理解为关于

委托监护的约定。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

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明确约定免除具

有监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该约定因违反《民

法典》第 27条第 1款的规定，根据《民法典》第

153 条第 1款，应当无效。 

《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8 条第 1 款对父母

以协议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规定了一个例外：

“协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

该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这是一种类似于父母以遗嘱为未

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的规定。该规定在适用上须

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须共同监护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双方或

单独监护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一方与其他依法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订立监护协议。父母既可以与具有

监护资格的一人达成协议，又可根据履行监护职

责的必要性与多人达成协议。《民法典》对父母之

外的其他个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数无限制性规定，

因此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仅与一人订立协议的限

制性规定。考虑到多人同时履行监护职责，可能

会发生推诿职责或意见不一的情况，与多人订立

协议时，最好对各人承担监护职责的范围或各监

护人意见不一时的分歧处理办法作出约定。在此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对于可与未成年人的父母订

立监护协议的人，是否可以不限于“其他具有监

护资格的人”。对比有关遗嘱指定监护的规定来

看，无须对此作出严格限制。在遗嘱指定监护情

形下，父或母一方仅凭一方的单独意思表示即可

为未成年子女确定监护人，而在以协议确定监护

人的情形下，父母的意思表示和其他愿意承担监

护职责的人的意思表示都得到了尊重，因此不应

受到限制。 

第二，协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

能力时由协议另一方担任监护人。协议的基本内

容为，以合意方式为未成年人选定监护人。为使

协议获得较好的履行效果，当事人双方可以对如

何履行监护职责、履行职责的报酬、监护监督等

问题作出约定。此种监护协议属于附生效条件的

民事法律行为，协议只能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

监护能力时发生效力，在丧失监护能力的事实确

定之前，父母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考虑到在

遗嘱指定监护情形下，被指定之人在遗嘱生效时

有拒绝接受遗嘱指定的权利。同时考虑到，在成

年人意定监护情形下，协议双方可以在成年人丧

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前任意解除合同。对

于父母与其他人订立的监护协议，应当允许在父

母丧失监护能力之前，协议双方可以撤销已成立

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须父母丧失监护能力。具体包括：父母

共同担任监护人时，双方同时丧失监护能力。如

果只是一方丧失监护能力，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则

由另一方行使和承担，只有该另一方之后也丧失

监护能力，并且原已丧失监护能力的一方未恢复

监护能力时，协议约定的监护人才能担任监护人。

父母一方担任监护人时，担任监护人的父母一方

丧失监护能力。这种情形仅指父母一方死亡而未

成年子女由另一方监护，不包括前一种情形中因

一方丧失监护能力，监护的权利义务仅由另一方

行使和承担的情况。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时，监护协议发生效力，协

议约定的监护人确定地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约定监护人应当依据协议和《民法典》有关监护

职责的规定履行教育、照料、保护未成年人的权

利义务。如果约定监护人不依约履行监护职责，

不仅应向未成年人的父母承担违约责任，而且应

当依《民法典》关于监护人职责的规定，向未成年

人承担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后果。

如果父母既丧失监护能力又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在缺乏监护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不妨认为其他依

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作为约定监护人的监护

监督人。未成年人的父母与他人订立监护协议时，

可以对如何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作出明确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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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父母能否与他人订

立协议，约定父母死亡后其未成年子女由该他人

监护？该种协议在学理上称作死因契约，内容是

向第三人（被监护人）履行的义务。父母作为协议

一方当事人死亡时，协议生效，协议另一方确定

成为监护人，且监护职责应当开始履行。相比于

基于单方意思表示指定监护人的遗嘱，此种协议

尊重了约定监护人的自主意思，利于实现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因此，应当允许父母与他人

订立此种监护协议。 

（三）父母之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以协

议确定监护人 

《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8 条第 2 款规定：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依据民法典第三十

条的规定，约定由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

或者由顺序在后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该规定消解或克服了法定监护中

法定监护顺位的刻板与僵硬，为挑选合适的监护

人提供了可能性。对未成年人监护而言，本款所

言“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是指《民法典》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的具有法定监护顺位的人。未成年

人之父母不属于“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道理

前已阐明，在此不赘。在成年人监护情形下，“依

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是指《民法典》第 28条规

定的具有法定监护顺位的人。 

《民法典》第 30条旨在缓和法定监护的刚性，

有大缓和与小缓和两种思路。 

小缓和，是指具有监护资格的同一顺位人之

间以协议确定由他们之中的一人或两人担任监护

人。这种解释思路一方面尊重了《民法典》关于监

护人之法定顺位的规定，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多人

监护情形下因相互争夺、推诿监护而不利于实现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情况。譬如，祖父母、外

祖父母是同一顺位有监护资格的人，他们与未成

年人之间皆为直系血亲二亲等，理论上与未成年

人具有相同的亲密关系。但是，依生活事实而言，

在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可能同时与未成年人共居

的情况下，由他们共同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事

实上很难做到，由此难免发生相互争夺监护权或

相互推诿监护职责的情况。同一顺位的兄、姐承

担监护职责时，也可能发生同样问题。在此情况

下，由有监护资格的同一顺位人以协议确定一人

或两人担任监护人，显然比较可取。达不成协议

的，再依据《民法典》第 31条有关指定监护的规

定确定监护人。 

大缓和，是指超越法定顺位的限制，由所有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以协议确定监护人。以此种缓和

思路确定监护人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由

后顺位的一人或多人担任监护人，譬如，在成年

人监护情形下，确定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第二，由

同一顺位的部分人担任监护人，譬如，在未成年

人监护情形下，选定祖父母担任监护人；第三，前

顺位的部分人与后顺位的部分人共同担任监护人，

譬如，在成年人监护情形下，由配偶与子女共同

担任监护人；第四，由不同顺位的人一起担任监

护人。上述四种情况很容易产生由多人同时担任

监护人的结果。监护是一种人对人予以日常照顾、

保护的持续付出，而且，未成年人监护特别强调

教育、培养、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实效性。

“一对一”的监护模式更为可取。只有在监护事

项复杂或专业性强时，令多人共同履行监护职责

或令多人分工承担部分监护职责，才比较合理。

从比较法看，《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皆

明确规定监护人只能由一人担任。 

由条文文义可见，《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8

条第 2 款是在赞成大缓和思路的前提下设计的。

大缓和思路突破了《民法典》第 27条第 2款及第

28 条关于法定监护顺位的强制规定，为不愿意担

任监护人的第一顺位或前一顺位的具有监护资格

的人提供了一种正当渠道。依《民法典》第 34条

第 2 款可知，监护本质上是一种职责（义务）。

法定监护顺位的立法思想应当为：“顺位在先，责

任在先。”因此，第一顺位或前一顺位具有监护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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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人，不得以《民法典》第 30 条关于协议确定

监护人的规定为据，试图逃避或推脱自己的监护

职责。第一顺位或前一顺位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向

后一顺位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提出以协议确定监护

人时，后一顺位的人有理由予以拒绝。 

另外，考虑到履行监护职责也会使监护人由

此获得一定的权利，后一顺位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向第一顺位或前一顺位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提出以

协议确定监护人时，第一顺位或前一顺位的人也

可以拒绝。第一顺位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

不管后监护顺位人的意思，以协议选定监护人。

第一顺位的人缺位时，第二顺位的人之间可以协

议选定监护人。依循此理，其他后法定顺位的人

之间也可以协议选定监护人。当然，全部依法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也可以一致同意以协议选定

监护人。总而言之，《民法典》第 30条规定中“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作两方面理解：既指同一顺

位人又指不同顺位的人协议确定监护人，但同一

顺位的人协议确定监护人，必须以无前一顺位有

监护资格的人为前提。应依据上文分析，理解适

用《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8 条第 2 款规定中的

“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或者由顺序在

后的人担任监护人”。 

03 成年人以协议为自己确定监护人 

《民法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第 26条第 1款关于老年人意定监护的规

定，确立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成年人据此可

以根据自己意思能力衰减的状况或趋势，在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通过和他人自由协商为

自己预先选定监护人。相比于法定监护下只能被

动地接受法律规定的监护人，或只能被动接受具

有法定监护资格的人选定的监护人的“他治”地

位，意定监护立足意思自治原则，预备性地解决

了未来意思能力丧失后的监护人选定问题，实现

了自由与安全的统一。可以说，意定监护制度以

民法自身的独特方式（意思自治）解决了具有公

益属性的成年意思能力欠缺者的保护问题。 

然而，从法律适用上看，《民法典》第 33条

有关意定监护的规定，只是以十分概括的规定承

认了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实操性相对较差。《民

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11条根据意定监护制度在法

律适用中遇到的问题，对《民法典》第 33条作出

了解释。 

（一）意定监护协议的解除及其限制 

意定监护本质上是对法定监护的缓和与替代。

相比于法定监护，具有优先适用的属性。它可以

激励成年人为自己预定监护人。像在法定监护情

形下那样，被选定之人的基本义务是对成年人予

以日常照料和保护，以维持其人格权益，并对其

财产予以妥当管理。考虑到监护事务的人身性、

日常性、持续性等，成年人与作为协议当事人一

方的未来监护人之间必须相互信任。这种信任既

是双方订立监护协议的基础，也是监护协议持续

存在的决定性因素。由协议确定的义务属性看，

该监护协议类似于委托合同，其不同于一般委托

合同之处在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作为订约当

事人一方的成年人因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而无法指

示、监督监护人履行监护事务。从比较法上看，

《瑞士民法典》关于成年人“自己安排照护”的规

定即是按照一种特别的委任（照护委任）进行规

定的；2007年修订后的《法国民法典》关于成年

人“未来保护委托”的规定，也被视为一种特别的

委托。 

作为一种监护人确定方式，成年人监护协议

的履行取决于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的事实是否成就。只有当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时，被事先选定的监护人才应当

依据协议的具体约定履行监护职责。成年人是否

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应依据《民法典》

第 21、22条的规定，立足于成年人的辨认能力状

况予以个案判断，不是非得经法院作无民事行为

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的司法认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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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能力的衰减通常表现为一个渐进发展的

过程，除遵循一般生理发展规律外，它还取决于

每一个成年人自身的心理、医疗、保健等因素，因

人而异，差异很大。有人也许因一次疾患而导致

意思能力严重衰退，有人也许至死都具有健全的

意思能力。由此可能会发生此种状况：监护协议

订立后，成年人一直保持良好的意思能力状态，

始终能够正常处理或委托他人协助处理日常事务。

在此种情况下，成年人对委托监护的认识、对选

定之人的信任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被选

定之人也可能发生不能或不愿接受委托的情事。

当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发生动摇甚至丧失时，监

护协议则会丧失存在基础。针对此种情况，《民法

典总则编解释》第 11条第 1款参照《民法典》有

关委托合同的规定，分情形对监护协议的解除作

出了规定。 

第一，在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之前，协议当事人任何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在

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受托

人尚未开始履行监护职责。此时允许当事人双方

基于互信状况自由决定是否维持合同关系，对于

意定监护的实效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典总则编

解释》第 11条第 1 款参照《民法典》第 933条第

一句所作“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

合同”的规定，未设任何限制性条件地允许协议

双方解除协议。所谓“请求解除协议”，不是说任

何一方解除协议向对方提出请求，并依赖对方的

同意，而是为表达协议当事人皆被赋予解除权之

意。当事人一方依此决定解除协议的，根据《民法

典》第 565 条关于合同解除方法的规定，向对方

作出解除协议的意思表示即可。 

第二，在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

行监护义务，无正当理由不得解除协议。该规定

意味着，在选定的监护人开始履行监护义务后，

成年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监护人无正当

理由不得解除协议。在把监护协议视为一种特别

的委托合同的情况下，该规定实质上对意定监护

人的协议解除权作出了适当限制。理解适用该规

定，须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选定之人开始履行监护职责须以成年人

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为前提，但问题是，

成年人在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前提下，

如何能够以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方式解除协议？

如果说在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将行使解除权理解为与成年人智力、精神健

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方法，承认成年

人可以独立解除监护协议，那么，在完全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作为被监护人的成年人根

本不具有行使解除权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监

护人作为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亦不应被赋予解除

协议的权利，否则，一方面监护人的行为会构成

存在利益冲突的自我交易，另一方面等于赋予监

护人一种随时解除协议的权利。显然，此时特别

需要为处于被监护状态的成年人提供一种特别的

法定代理人，以代理其解除监护协议。从比较法

上看，这种特别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是监护监督人

或被监护人的保佐人。在《民法典》和《民法典总

则编解释》对监护监督缺乏规定的情况下，成年

人在与其他人订立监护协议时，对监护监督人作

出明确约定，并授予其视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

情况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比较可取。监护协议

对此缺乏特别约定时，不妨依据诚信原则，允许

对成年人具有监护资格的近亲属承担监护监督职

责，并有权代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解除

协议。 

二是如何理解对监护人之协议解除权的适当

限制。意定监护协议设定的监护义务，是对法定

监护人之监护职责的一种替代，不能理解为一种

纯粹的私人事务安排。被选定之人如果不愿承担

监护义务，可以在成年人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之前解除协议，监护事务一旦开始履行，

被选定之人不得反悔并寻求终止监护关系。但是，

如果被选定之人丧失监护能力、丧失民事行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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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有其他不适合继续履行监护职责的情事，应

当允许其解除合同。为防止突然解除协议而对被

监护人权益造成不当损害，被选定的监护人如果

以正当理由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

被监护人的法定监护人，以使意定监护的终止与

法定监护的开始相衔接。 

此外，监护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任意解除协议

时，对于协议终止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应否承

担损失赔偿责任。《民法典总则编解释》对此保持

了沉默。监护协议像委托合同一样具有一定的交

易性，特别是作为专门提供成年人监护服务的组

织，其与成年人签订的监护协议通常是有偿的，

协议的突然终止难免不会使其遭受损失。因此在

此情况下，应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933 条规定

处理协议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 

（二）意定监护人监护资格的撤销 

《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 11 条第 2款规定了

意定监护人之监护人资格的撤销。其实，只要把

意定监护理解为确定监护人的方式之一，意定监

护人应像法定监护人一样受制于《民法典》关于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规定。只是意定的监护人

资格一旦被撤销，监护协议即终止，不存在恢复

监护人资格的可能性。相比于法定监护，意定监

护在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方面的独特性，更多地

体现为，监护人违反法律规定或协议约定不履行

或不适当履行监护义务时，应当向被监护人承担

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一般而言，为寻求取得更好

的监护效果，成年人不仅会在选择何人担任自己

的未来监护人上作精心考虑，而且会在如何促使

监护人更好地履行监护义务上作出精细安排。对

违反义务的后果作出明确约定是防范监护人不履

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义务的最佳措施。法律责任

一旦约定明确，监护人在履行监护义务的过程中

则时刻面临一旦违反约定则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

当然，为使未来监护人同意承担不履行或不适当

履行监护义务的不利后果，成年人通常需要付出

一定的代价。例如，如果选定之人为近亲属，成年

人在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前会在感情、

经济等方面给予选定之人一定好处或恩惠，或者

同意在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后给予其一定报酬；

如果选定之人为专门提供成年人监护服务的组织，

则需要采用以报酬购买服务的市场法则。如果不

令监护人为自己的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监护义务

的行为承担不利后果，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会沦

为监护人逃避或终止监护的一个通道。因此，对

意定监护而言，应当确立这样的规则：监护人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监护义务，违反约定的，应当依

约承担法律责任。 

不过，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当事人在监护协议

中没有对监护人如何履行义务及违反监护义务的

后果作出约定。在此情况下，如何规范不履行或

不适当履行监护义务的行为？为防止监护人以监

护人资格撤销制度逃避监护义务，应责令监护人

依据《民法典》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监

护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的，应当依据《民

法典》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向成年人承担违约责

任。 

04 结  语 

据上分析，应以未成年人监护与成年人监护

的区分为基础考虑监护人的确定。对于未成年人

监护，监护人应依下列顺序进行确定：（1）父母

是未成年子女自然、当然的监护人，只有父母监

护缺位时，其他个人或组织才可能担任监护人；

（2）父母以遗嘱指定监护人的，遗嘱生效时被指

定人担任监护人，但被指定人享有拒绝权；（3）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以协议确定监护人的，

由协议确定之人担任监护人；（4）依法具有监护

资格的人没有以协议选定监护人的，依据《民法

典》第 27 条第 2 款规定的法定顺位确定监护人；

（5）对依法确定的监护人有争议的，依据《民法

典》第 31 条规定的指定方式确定监护人；（6）

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依据《民法典》第

32 条的规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可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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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对于成年人监

护，监护人应依下列顺序确定：（1）成年人与其

他个人或组织签订书面协议为自己选定监护人的，

由协议选定之人担任监护人；（2）依法具有监护

资格的人之间以协议确定监护人的，由协议确定

之人担任监护人；（3）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

间以协议确定成年人之父母为监护人时，父母以

遗嘱为其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的，遗嘱生效时由

遗嘱指定之人担任监护人；（4）依法具有监护资

格的人没有以协议确定监护人的，依据《民法典》

第 28 条规定的法定顺位确定监护人；（5）对依

法确定的监护人有争议的，依据《民法典》第 31

条规定的指定方式确定监护人；（6）没有依法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的，依据《民法典》第 32条的规

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可以由具备履行

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 

为保证取得良好监护效果，监护监督制度必

不可少。在监护监督暂付阙如时，指定监护人遗

嘱、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选定监护人的协议、

成年人与他人订立的监护协议等，完全可以根据

意思自治原则，对监护监督作出私人安排。 

*本文刊载于《中国应用法学》2022 年第 3 期。因篇幅限

制，注释等有删减，具体请参见期刊原文。 

吴国平 | 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适用与完善研究 

2022-07-08   海峡法学  吴国平 

https://mp.weixin.qq.com/s/2a5n9v1CPmxtwbuCa-A-2A 

 

吴国平，1983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福建

江夏学院法学院教授、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家事

法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主要学术职务：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民法学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

系法学研究会理事，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和福建

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婚姻

家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省

法学会理事、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婚姻家庭

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老龄法律研究会应对老

龄化专家智库特邀专家委员，中华遗嘱库学术委

员会委员。 

主要学术成果：主持完成省部级科研课题 4

项。出版《家事法疑难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

社 2020年 1月版）、《我国财产继承制度立法研

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版）等专著

4本，主编《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第四版）》

（第一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版）、《台湾地区继承制度概论》，（主编，九州

出版社 2014 年 7 月版）等著作与教材 30 多本。

在《北方法学》《东方法学》《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法治现代化研究》等刊物

发表学术论文近 200篇。 

摘  要：意定监护制度是我国民法上的一项

新制度。《民法典》实施以来的实践情况表明，意

定监护制度的适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反映

出现有法律规定内容还过于原则，缺乏配套实施

规则支撑，且立法上以民事行为能力欠缺作为认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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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适用监护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意定

监护制度的广泛适用。未来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

释应将“协助决定”理念融入意定监护制度，抓紧

颁布与意定监护相配套的相关规定，完善成年人

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机制，细化意定监护制度的内

容，设立监护权的撤销制度和监护权的问责制度，

构建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化监护需要的先进

科学的意定监护制度。 

关 键 词：意定监护；理念；立法；配套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

典实施中身份关系协议的参照适用及其限度研究”

（项目编号：21BFX078）。 

来  源：本文发表于《海峡法学》2022年第

2 期，因排版需要，全文有删减。 

引言  

在传统民法上，成年监护制度一般分为法定

监护与意定监护制度。近年来，随着国际人权理

念的不断发展、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深入人心和

学者们对自我决定权认识的不断深化，许多国家

和地区开始认为意定监护应当优于法定监护而适

用。意定监护制度伴随着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的

到来，近年来才引起法律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

国最早规定意定监护制度的法律是《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随后是 2017年颁发的《民法总则》对

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第 33条）。2021年 1月 1

日起实施的我国《民法典》第 33条延续并保留了

《民法总则》关于意定监护的规定。总体上说，

《民法典》规定的意定监护制度的内容还比较单

薄，还需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一、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规定与公证实

践 

（一）意定监护的由来与内涵 

1.“意定监护”词源考察 

意定监护概念是舶来品，凡是进入老年社会

的国家一般都优先采用这个制度。我国最早提出

“意定监护”概念是李霞教授。李霞教授在上个

世纪末研究日本法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论文中

发现了“意定监护”这一概念，便在其论文中使用

了该种表述，该种表述此后也被国内学界所沿用。

2012年 12月 28日修订后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 26 条第 1 款增设了老年意定监护制度，

“意定监护”概念在我国法律层面首次出现。在

2013年中国法学会召开的第一场专家研讨会暨立

法专家咨询会上，李霞教授展示了对该概念的新

理解，她提出应将“意定监护”改为“意定代理”

或者“意定代理契约”,提倡“委托协议+监督”。

她认为意定监护是“委托协议”与“监督”相结

合的一种新型意定代理协议。这对帮助我们理解

“意定监护”的精髓与意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意定监护的内涵 

意定监护也称“持续性代理权授予制度”“任

意监护制度”“预先性代理权授予制度”等，是指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照其意愿选

定自己未来的监护人，就监护的设立、监护的内

容、监护的生效与实施等与监护人协商达成共识

后签订监护协议，并在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生

效的制度。意定监护是一种在适用上优先于法定

监护、指定监护的监护方式，是以监护人与被监

护人双方所订立的意定监护合同为基础而形成的。

它是被监护人行使意思自治的一种方式，意在借

助意定监护人之手足以处理本人的事务。监护人

在被监护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依法依约履行监护职责。 

（二）意定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 

1.《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创设我国意定监护制

度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6条第 1款规

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

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

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

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老

年人的智力有一个逐渐衰减的过程。老年人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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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当尊重老年人的意志，允许其为自己选定

监护人。 

2.《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 

我国《民法总则》第 33条规定：“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

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

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

行监护职责。”意定监护被确立为我国民法上的

一种新的监护类型，这是我国监护立法方面的新

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民法总则》首创“成年人

监护制度”,而原《民法通则》只规定了未成年人

监护和精神病人监护这两种监护类型和范围，其

中，成年监护制度的适用对象只限于精神病人（包

括痴呆症患者），但未涵盖所有成年被监护人。

《民法总则》则将成年被监护人的范围被扩大到

所有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所有的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参见《民法总则》第 21条和第 22条）。

就具体对象而言，已经扩大到智力障碍者、失能

老人等成年人的监护，使智力障碍者、失能老人

乃至高龄（空巢）老人等能够得到监护制度的保

护。具体范围应包括：（1）精神病人；（2）痴呆

症患者；（3）身心障碍者。具体可分为智力障碍

者和身体残疾者两类。其中，多重障碍者、自闭症

者、弱智者和智商低下者均属于智力障碍者；而

盲聋哑人、危重病人、植物人均属于身体残疾者。

（4）行为能力欠缺者。主要包括挥霍浪费无度者、

酗酒成性者、赌博成性者和吸毒成性者等。（5）

高龄老人。包括失独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等。 

就《民法总则》第 33条和《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 26条的内容比较，不难发现：无论从制度

体系层面的宏观考量，还是从制度规则层面的修

订完善，很显然，《民法总则》第 33条规定的站

位更高，内容更科学：第一，被监护人主体范围的

界定更加合理。《民法总则》将被监护人的主体范

围由老年人扩大到成年人。第二，能够担任监护

人的主体范围得到扩大。删除了《民法通则》中规

定的监护人须与被监护人“关系密切”的条件限

制。第三，表明当事人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时达成的合意才是意定监护产生的依据，突出了

合意的“事先性”。第四，强调当事人意定监护

合意的“要式性”，即当事人双方达成自主监护的

合意须以书面形式体现。法律规定意定监护制度

目的在于促进代理制度与监护制度的相互融合，

在监护领域最大限度地贯彻私法自治理念，逐渐

符合现代监护法的发展趋势。通过意定监护方式，

就能够使当事人通过预先设定的方式来解决其作

为民事主体在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

所涉及的人身、财产权益如何保障的问题。 

3.《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我国《民法典》第 33条规定：“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

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必须指出的是，这是《民法总则》第 33条规定的

延续，实际上已经将意定监护的适用范围予以最

大化了，所有的成年人都被纳入适用范围（而《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只限于老年人）。但同时，《民

法典》仍然沿袭将成年监护制度与民事行为能力

制度（包括宣告程序）直接对接，以民事行为能力

丧失或者欠缺作为认定适用监护的前提条件，这

导致意定监护的适用面比较窄，值得反思。 

4.《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的最新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新颁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1条

对《民法典》第 33条规定的成年意定监护制度进

行了补充和细化，主要解决的是成年意定监护协

议的任意解除权和对意定监护的监督方法的问题。

按照该规定，第一，意定监护协议双方都享有有

条件的任意解除权，即这种解除权只能在双方约

定的事由（即被监护人民事行为能力的丧失或者

欠缺状态）发生前行使。由此可见，监护人若无正

当理由，则不能请求解除该协议。即便监护人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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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法院，法院也不会予以支持。第二，对意定监护

的监督，可以适用《民法典》第 36条第 1款的规

定，监督的内容包括《民法典》第 36条第 1款规

定的三种情形。当发生这三种情形时，《民法典》

第 36条 

第 2 款规定的具有监护监督人主体资格的有

关个人和组织，有权依法行使监督权并向人民法

院起诉，请求撤销该意定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以

保护意定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公证实践探索 

考察监护实践，不难发现，被监护人往往都是

老年人、危重病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在我国，

任何一部宪法和法律历来对于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都高度重视并给予特殊保护，我国意定监护制度

的形成主要也是基于这一社会背景。从实践来看，

我国目前的意定监护实践主要采用公证模式，可

以说，意定监护的实践已远远走在了立法之前。

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是目前国内办理意定监护公

证案件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公证机构，成为

意定监护公证模式的引领者。从上海的经验来看，

当有关公证机构依法确认老年人有指定监护人的

需求后，均会协助当事人办理意定监护。意定监

护协议所涉及的监护内容必须包含被监护人的生

活、护理、医疗、财产处理以及丧葬等主要事项。

在办理公证时，为确保日后监护的落实，公证机

构一般都会建议当事人在指定监护人之外再确定

一个监护监督人，该监护监督人可以是个人，也

可以是机构，有当事人自己选择。监护监督人的

职责就是负责监督意定监护人认真履行职责。 

有学者总结了上海市探索的老年人意定监护

的两大模式：第一，“意定监护委任+以房养老资

金的公证托管+遗嘱公证死后遗产分配”模式。即

老年人在其意识清醒时，通过订立协议指定监护

人。在当事人的存款无法满足养老或者高标准晚

年生活需要时，当事人即可将自己的房屋出卖，

所得资金全部由公证处提存并监管，并全部用于

老人的开支直至老人去世。老人随时可以根据自

己的生活需要支取（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后改由

监护人负责支取）；第二，“协议监护人公证+以

房养老资金的公证托管+死后遗产继承”模式。即

当老年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法定监护人可以

通过协议确定执行监护人，由其办理协议监护公

证。对于无监护人的老人，则由居委会担任其“临

时监护人”，由公证机构出具监管证书。而后由该

协议确定的执行监护人或者居委会代表老人将房

屋出卖，所得资金全部由公证处提存并监管，专

供老人养老直至老人去世。由此，上海一些付费

专业监护组织也应运而生。在监护过程中，如果

老人出现突发情况的，监护组织还要专门收取相

关费用。 

二、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 

（一）我国意定监护立法本身存在的不足 

1. 法律条文过少，且内容过于原则 

我国《民法典》仅用第 33 条和第 36 条二个

条文规定意定监护制度的相关内容，如《民法典》

第 33条后半段规定。但这并未涵盖意定监护的全

部内容，亦无具体的实施细则加以配套支撑。例

如，意定监护协议的必备内容是哪些？是否允许

代理签订？是否必须经过公证程序？这些目前不

明确。再如：《民法典》第 34条的规定。但在订

立协议时，是否允许当事人对监护人将来所代理

的人身、财产事项的范围与权限作出约定？或者

该权限能否基于该协议所具有之人身属性来推导？

再如：《民法典》第 35条的规定。该规定就是要

求监护人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

愿。但衡量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标准是什么？

应通过何种方式来确定监护人意愿是否是真实的？

公证机关对意定监护协议中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

确认的内容，在诉讼中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认

可？意定监护的撤销与恢复程序以及监护监督规

则与法定监护是否应当有所区别？等等，这些问

题的存在，恰恰给《民法典》配套的司法解释或者

实施细则的制定留出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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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容比较粗略，缺乏配套实施规则 

目前《民法典》第 33条的规定只是确立了意

定监护的法律地位，即明确将意定监护确立为我

国民法上的一种新的监护类型，但还有很多内容

不明确、不具体。例如：关于成年被监护人的范围

和适用条件。《民法典》第 21 条、第 22 条已将

成年被监护人的范围从《民法通则》规定的精神

病人向外全面扩展，现已涵盖到全体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民法典》的规

定仍然沿袭了传统民法上的制度设计，以民事行

为能力欠缺作为认定适用监护的前提条件，忽视

了不同成年人心智能力的个体差异和残存的判断

能力。在实践中，某些成年人仅仅因为身体疾病

或者年老丧失部分生活自理能力，但尚未达到被

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程度时，他们是否适

用监护方式，目前不明确。 

3. 将成年监护制度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相

挂钩，对意定监护适用产生阻碍 

依照我国《民法典》第 33条的规定，意定监

护的设立以被监护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为条件，结合《民法典》第 24条的规定，

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由于受大陆法系原先的

禁治产制度的影响，我国《民法典》仍然将人民法

院宣告被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作为设立监护的前置条件。意定监护协议也

是以本人被剥夺民事行为能力为生效条件，而忽

视了不同成年人心智能力的个体差异和残存的判

断能力。如此，在实践中会带来一些不可回避的

问题，例如：某些成年人仅仅因为身体疾病或者

年老丧失部分生活自理能力，但尚未达到被宣告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程度，这些人是否应当适

用成年监护制度？而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审理监

护案件时须提请司法鉴定部门对当前被监护人民

事行为能力的现实状况作出一个鉴定，这已成为

实务界约定俗成的惯例。在实践中，对于《民法典》

第 33 条规定的有关“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须经由人民法院宣告目

前仍然是必经程序。只有依据司法鉴定评估报告，

人民法院才能剥夺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使当

事人进入被监护的状态。而在目前，上海公证机

关制定并推广适用的意定监护协议,均采用预先

约定须经由司法鉴定、医学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

断定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方式，换言之，公证

机关在操作上采取的是“宣示效力说”（与“形成

效力说”相对）。如此，必然产生一些问题，体现

在：一是忽视了心智精神轻微障碍、失能等身体

障碍和心智正常但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等群

体，造成监护的适用范围被大幅缩小；二是被监

护人以残余意志参与自治的能力被彻底否认，剥

夺了被监护人残余意志及意思自治；三是成年人

一旦被剥夺民事行为能力，就应立即成为被监护

的对象，并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确定相关监护

人。此时丝毫不考虑“被监护人”的意愿，容易产

生“被监护人”权利被侵害的风险。这不仅不符合

尊重被监护人残存意志的“协助决定”理念，也与

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4. 意定监护监督制度不完备，影响制度的有

效实施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34 条第 3 款的规定，

监护人作出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侵害被监护人合

法权益行为的，可以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此

外，《民法典》第 36条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时

应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的问题，明确了有权向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包括自然人

和相关组织），但没有设立监护监督制度来保障

意定监护的实施，包括如何进行监督？如何认定

监护人未履职、不履职乃至侵害了被监护人的权

益？一旦认定，监护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又有

哪些？都尚待明确。在实践中，监护制度能否落

实到位，几乎全靠监护人自觉。如果监护人不能

认真履行监护职责，甚至有可能侵害被监护人人

身、财产权益，或者成年被监护人在监护协议生

效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就存在被监护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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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和财产权益可能会遭受侵害的风险，特别是选

择非近亲属（外人）担任监护人时，风险可能更大。 

5. 重实体轻程序，造成意定监护实施缺失程

序性保障 

关于监护人如何选择的问题，《民法典》未作

出规定。意定监护协议签订后是否需要办理公证

或者登记手续？如何进行公证或者登记？公证或

者登记的程序有哪些？皆尚待明确。 

（二）我国意定监护在实践中遭遇的难题 

意定监护制度是个舶来品，如何本土化是破

解意定监护制度在我国实施的一个关键问题。可

以说，虽然我国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的实践，但还

存在一些困境与问题，主要体现在： 

1. 行为能力认定过于僵化，意定监护模式推

进艰难 

根据《民法典》第 33条规定，约定事由发生

时，意定监护的监护人就可以开始履行监护职责

了，而目前在上海等地的公证机关所推行的意定

监护协议中,均将预先约定须经由司法鉴定、医学

鉴定或人民法院作出被监护人是否“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判断作为前置条件或者

程序。在实践中，对这一约定或者前置条件的效

力颇有争议，影响意定监护公证模式的运用与推

广。如前所述，目前推行的当事人民事行为能力

现实状态须经由人民法院宣告的模式，并不符合

尊重被监护人残存意志的“协助决定”理念。 

2. 社会监护人权责不明，造成社会公共监护

发展滞后 

从国外经验和我国民众需求角度来看，专业

化的社会组织是意定监护的重要力量，不可或缺。

目前社会监护组织在我国还属于稀缺资源。上海

市已率先注册成立了全国首家社会监护组织——

上海市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但从目前

社会监护组织的运行情况来看，存在着几个主要

问题: 

一是社会监护组织监护权限范围不清晰。首

要原因在于立法规定的缺失。我国《民法典》第 33

条本身并没有涉及意定监护人的权利与职责，更

没有区分组织与自然人担任意定监护人时各自的

权利与职责，在实践中，监护协议的内容主要依

据双方约定，但往往因为缺乏指导性的规定而使

协议内容不够具体细致。当社会组织担任意定监

护人履行监护协议时，它的具体职责有哪些，哪

些事情是其必须做的，边界在哪里？人们的认识

尚待统一。截止目前，全国经公证处公证完成的

意定监护案例不超过 1000例，其中由机构担任意

定监护人的凤毛麟角，合同签订之后真正达成监

护起始条件、开始监护责任的更是少之又少，暂

时可能还看不出来问题，但是如果未来意定监护

制度落地生根，“全面开花”时，大量有切实被监

护需求的人开始使用这一制度，社会组织或者民

间机构的高度投入显然是不具备可持续性，也不

利于其长期运营。 

二是监护人员职业服务水准不高。由于绝大

多数职业监护人员未受过岗前职业专门培训，对

监护服务的内容与范围经常把握不准，易将意定

监护中的协助决定与具体照护事项混淆起来。 

三是资金来源不足。目前该组织运营资金主

要靠私人捐赠，尽管依据监护协议，该社会组织

可以向被监护人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显然无法满

足该社会组织开展监护事务的需要。 

此外，目前缺乏对监护组织的专业资质、组织

框架、利益冲突与回避等问题的管理与监督规则，

存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组织框架混乱、潜在利

益冲突不断等风险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公共监

护组织的发展与公共监护模式的推广。 

3．监护监督措施实用性不强，权利遭受侵害

的风险较大 

如前所述，意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覆盖被监

护人利益的方方面面，并享有一系列代理权，主

要涉及人身照护、医疗决定和财产管理等方面。

例如，在财产领域，监护人享有代理被监护人实

施房产买卖、融资租赁、投资上市、撤销保险单、

重新指定受益人以及银行存款领取、账户注销等



31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诸多权利。若无监督机制的及时跟进，在客观上

就无法监督制约监护人，也无法防止被监护人权

益遭受损害。源头在于我国《民法典》没有对如何

防止意定监护人滥用职权做出规定。目前尽管在

实践中已有一些人在签订意定监护协议中设置了

监护监督的内容，但实际的监督大多只是停留在

协议字面乃至事后书面监督层面上。从实务操作

层面看，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还有待探索，目前

的监督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就公证行业而言，

监护监督业务虽然也有所开展，但目前该项业务

属于“高投入，低收益”的领域，且监督内容繁琐，

持续时间长，且还可能带来工作压力和职业风险，

公证机构有时也力不从心，因此，公证机构自身

也缺乏持续的监护监督内驱力。 

4. 问责机制尚未体系化，影响救济机制的配

套运行 

首先，《民法典》第 36条关于撤销监护的规

定也涉及监督问题，明确了撤销监护的三类法定

情形，但却没有规定相应的认定规则和问责机制

加以配套。其次，从实践来看，与公力监护监督相

比，私力监护监督的监督能力与效果一般会弱于

公力监督。特别是在履行申请撤销监护职责时，

公权监督的优势更突出，其监督效果与作用体现

得更明显。但问题是，在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监护

时，被监护人受到侵害的权益如何救济？如何追

究监护人滥用监护权限，或者怠于履职，严重实

侵犯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的行为时的民事责

任等，目前《民法典》都没有具体规定。 

三、我国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完善构想 

如前所述，由于意定监护制度在我国属于初

次创设，《民法典》的规定还比较粗略，在许多具

体实施环节上诸多细节亟待完善。同时，鉴于我

国《民法典》颁布实施时间不长，在短期内不可能

进行修改的这一现实，笔者建议可以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相关的立法解释或者由

最高人民法院以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意定监护

制度的相关内容予以细化，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

题： 

（一）将“协助决定”理念融入意定监护制度 

意定监护的核心在于在全面考量本人（被监

护人）真实预先意愿的基础上，追查本人（被监护

人）残存能力，协助本人（被监护人）做出决策。

“协助决定”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12

条确认的立法理念，也充分反映了世界现代监护

立法发展的主流，更是现代社会“尊重自主决定

权”立法原则的民法表达。与之相适应，我国《民

法典》也与时俱进地吸收了这一立法新理念。具

体体现在我国《民法典》第 35 条第 3 款规定中。

《民法典》该条款规定的“协助”二字，就是对

“协助决定”这一立法理念的认可吸收。这一立

法理念坚决主张被监护人始终是自己事务的决定

者，且居于决定自己事务的核心地位。立法者应

充分尊重本人（被监护人）的自主决定，尊重本人

（被监护人）的残存意思能力和所作出的价值判

断与决定。但从我国《民法典》“监护人应当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第 35

条第 1 款）这一立法表达所蕴含的立法意图来分

析，不难看出，立法者将“协助决定”与本人“最

佳利益保护”混为一谈了，再加上我国《民法典》

仍然将成年监护制度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相挂钩，

以民事行为能力欠缺作为认定适用监护的前提条

件，这样一来，在实践中会造成部分成年人被排

除在成年监护范围之外。因为有的成年人可能因

身体疾病或者年老而丧失部分生活自理能力，但

尚未达到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程度，而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他们就会因无法被纳入成

年监护制度的范围而无法适用意定监护。 

因此，将“协助决定”理念融入成年监护制度

对于完善我国意定监护制度，尤其是适应我国人

口老龄化意义非凡。首先，“协助决定”理念下的

意定监护制度承认并尊重本人（被监护人）的民

事行为能力，并将成年监护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宣

告区分开，摒弃意定监护协议生效应以法院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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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为能力宣告为前提，以解决目前实践的窘境。

协助决定的前提条件是正视和积极面对本人（被

监护人）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客观状态，并要求

尽量尊重本人（被监护人）在任何情形和场合下

表达出来的个人意愿。它强调应确保本人始终参

与决定过程。同时，协助决定理念允许基于民事

行为能力的平等性认定和被监护人的实际而订制

个性化的意定监护协议，并强调在监护过程中，

应尽力使本人（被监护人）的残存意思能力得以

表达。其次，要努力实现意定监护协议内容的个

性化和多元化。无论是具备法定资格的医院对本

人（被监护人）意思能力的认定结论，监护人在本

人（被监护人）意思能力欠缺时所作的协助决定

的具体方式，都一视同仁予以确认，均作为意定

监护协议的启动要件。例如：帮助本人（被监护人）

理解行为的目的及其实施具体行为所可能产生的

相关后果及其风险，履行告知、建议、评估义务并

共同决定等。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意定

监护与法定监护不同，必须尊重被监护人的意见，

与被监护人沟通协商后确定行动方案与预期结果，

其本质上是协助决定而不是替代决定，这一点必

须明确。 

（二）进一步完善与意定监护相关的配套规

定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中有 8个条文（第

6 条-第 13条）涉及监护制度，与意定监护有关的

内容涉及意定监护能否解除、意定监护人资格可

否被撤销等问题，回应了司法实践和民众的需求，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如前所述，监护制度（包括意

定监护制度）在运行中出现一些新问题，还有一

些问题需要继续从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加以解决，

以继续为司法机关依法裁判，切实保护当事人民

事权益提供法律依据。这还需要继续总结与梳理，

在适当的时候继续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同时，在

条件成熟时，还可以颁布一些实施性的配套条例，

逐渐形成以《民法典》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民

事法律规范体系。 

（三）完善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机制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6 条明确了监

护能力的认定标准，即“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

应根据自然人的年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

等因素确定；认定有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

据其资质、信用、财产状况等因素确定”。这一规

定增强了《民法典》的可操作性。建议最高人民法

院针对当事人申请宣告老年人丧失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案件，还应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者配套操

作规程，明确民事行为能力认定规则（包括认定

内容、认定标准、必备材料要求、认定程序和步骤

等）和操作要求，以便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认定

机制。同时，有关鉴定机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

委托，配合人民法院客观公正准确地做好鉴定工

作，为当事人提供科学、高效、准确的民事行为能

力认定服务，最终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准确

的认定提供佐证支撑。 

（四）细化意定监护制度的内容 

1. 扩充被监护人的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民法典》将成年监护制度与

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相挂钩，以民事行为能力欠缺

作为认定适用监护的前提条件，直接将当事人的

辨识能力程度来作为确定监护对象的依据，这虽

然使被监护人范围进一步扩大，但还是无法涵盖

老年人、身体有残疾的人。这类人群中有的人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因各种原因而行动不便，

不能及时处理与保护自己的人身与财产各项权益。

建议未来立法对成年监护制度中被监护人范围的

规定，能够采用概括加列举的方式，将此类人群

囊括进来，使法律规定建议更大的包容性与开放

性和针对性。此外，《民法典》中对监护人的人数

并未做限制性规定，据此，如果当事人同时选择

数人担任监护人共同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按照分

工以及按照顺序履行监护职责的，只要对保护被

监护人利益有利，都应当允许。 

2. 探索培育和设立公共监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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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实践中，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或者民政

部门担任监护人，提供监护服务的对象是特困供

养对象中的老年人，而其他社会老人则极少被纳

入其监护范围。原因在于社会公共监护力量不足。

可以探索培育和设立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专业人员

组成专门的公共监护机构（例如依托基金会等慈

善组织成立公共监护公司），也可以在现有的律

师事务所内成立专门的家事服务部门，对外承接

监护业务，以满足老百姓多元化的监护需求。相

对于自然人的监护人而言，公共监护组织监护人

的优势在于其稳定性，因为该监护组织的成立与

运营、注销与终止均须具备法定条件与程序，该

监护组织提供的监护服务具有长期性、规范性和

稳定性。这是自然人监护人所不具有的。首先，公

共监护组织具有号召力。它可以广泛组织社会力

量，吸纳多种职业群体加盟，共同从事公共监护

服务。例如在日本的监护组织中常常有律师、税

务士、社会福祉士等群体参与，以达到资源共享

与互补。其次，公共监护组织运行机制活。当自然

人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者出现死亡等突发事件

时，就会导致监护终止。而监护组织因成员众多，

可以随时改派。再次，公共监护组织责任能力强。

公共监护组织一般都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与专业

队伍，能够确保工作的正常开展。当出现运营方

面的问题时，其主要负责人可以兜底承担相应的

责任。因此，应当大力扶持公共监护组织介入意

定监护领域。 

建议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做法，一方面，

国家层面适时出台扶持政策，鼓励和支持公共监

护组织的设立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地

方层面出台专门立法来引导和规制社会公共监护

机构的设立与运行，为其生存与发展提供法治法

律依据和保障问题。通过立法，明确以下内容：一

是明确政府可以依托专业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成立

公共监护公司；二是明确公共监护组织的设立条

件、设立程序、机构职责、运行基本规范、监护对

象、监护关系的成立、变更与解除（消灭）、当事

人的权利义务（包括公共监护组织的服务内容、

服务权限等）、监护顺位以及监护监督等内容；三

是明确公共监护资格培训、主体遴选、登记备案、

公共监护职业认证、政府购买服务等规定。通过

积极出台政策与立法，着力培育公益性公共监护

机构，满足多元化监护的需要，确保被监护人在

无法选定个人或者出现法定监护人怠于承担监护

责任时仍可以得到有效监护。 

3. 完善意定监护的监督机制 

（1）明确意定监护监督的模式。首先应当在

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中对意定监护监督模式予

以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实际，结合对私力监督与

公权监督各自优势的考察，笔者认为，我国的意

定监护监督制度应采用“双轨制”“全过程”的

监督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实行融私力监督与公

权监督为一体，贯穿监护设立、变更和终止全过

程的意定监护监督模式。对于公权力部门，应以

各级妇联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老年人组织、

残疾人联合会、民政部门、公证处等组织为主担

任。其中，事中监督主要由私力监督来解决，而事

前和事后监督则主要交给公权监督机构来担当，

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相互结合，各有

侧重。在实际运行中，对意定监护协议的审查和

对意定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监督是公权监督的重点。

因为从实践的角度来审视，由于我国《民法典》缺

乏监护监督的具体规定，即便被监护人事先指定

了监护监督人,则仍然要有公权监督力量的介入,

意在提高监督实效，有效防止监护人可能与监护

监督人之间相互串通、共同损害被监护人利益的

行为发生。许莉教授提出：有时被监护人姻亲对

立的监督可能比公权力的监督更为有力，在今后

的民法典司法解释中可以规定特定情况下设置监

护人的同时设置近亲属监护监督，并明确近亲属

的权利与义务，包括发现问题后报告的权利与渠

道等，是为可采。同时，也可以以最高人民法院

《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6 条规定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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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主体监护能力的标准来监督履行监护职责的

情况。 

（2）明确意定监护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

保障被监护人权益的重要制度，其内容包括监督

主体、职责、内容、规范等，其中涉及监护监督人

的选任条件与程序、监督的内容与方式、监督人

的权利与义务、监护人的权利限制等。有资格担

任意定监护协议监督人的主体范围包括《民法典》

规定的有关个人和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组织，

如：村委会、居委会、各类学校、医疗机构等。这

些主体都可以对意定监护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

监督人的监督权利与义务包括调查访问权、惩戒

督促权以及审核考核义务、定期报告义务、回避

义务等。其中，调查访问权包括定期或者不定期

到被监护人家中或者所在社区、邻居街坊了解被

监护人日常生活和监护人履行职责情况；惩戒督

促权包括对监护人的建议、警示、敦促、撤销等；

审核考核义务不仅应当包括定期审议监护人制作

的监护报告，还应当包括走访、抽查、对监护人的

质询等。目前，我国《民法典》仅规定了事后监督

模式，即在出现法定情形时，利害关系人有权依

据《民法典》第 36条第 1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该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但从实践来看，这

种事后监督的缺陷在于滞后性，难及时发现监护

人实施了侵害行为，亦无法有效预防类似情况的

发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设立多元化的监护监

督机制来满足个性化监护的需要。第一，可以通

过设立共 

同监护人的方式实现监护监督。即在共同监

护人都能够正常履职的情况下，将共同监护人分

为第一顺位和第二顺位监护人，第一顺位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第二顺位监护人履行监护监督职

责。第二，可以采用私权监督＋公权监督的模式。

即设立两个以上的监护监督人，一个由自然人担

任，一个由民政部门、公证处等组织担任，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做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共同

发力。第三，建立各部门协同合作、全社会共同参

与的社会监督体系，共同实施对监护人监护服务

的监督。例如民政局可以通过招投标形式委托慈

善会、基金会、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等社会组织

作为监护监督人参与监督工作。目前有的地方积

极探索由检察机关来实施监护监督的机制。原因

在于《民法典》第 36条第 2款虽然规定了有关个

人或者单位可以申请撤销监护权，但实务中来申

请撤销的主体基本上是个人，即使有单位也多是

民政部门。其他法条所列举的主体如居委会、村

委会、残联、学校、医疗机构等，基于各种原因很

少提出撤销监护权之诉。针对此情况，根据 2015

年 1 月 1 日期实施的“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处

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精神，上海地区积极探索人民检察院介入监护监

督的做法。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可以探索。但在后

续机制成熟后，可考虑由其他部门来负责管理。

因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底线的守护

者，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意定监护公权

监督可参考国外（如新加坡）的立法经验，结合我

国实践，探索在民政机关中增设相关内设机构（公

共监护管理处）。公共监护管理处对监护人监护

事务进行全程监督。 

（3）确立公证处为意定监护的登记机关。意

定监护应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凡是意定监护

协议未经登记的，则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

力。在实践中，作为公权力机关对意定监护预先

审查机制重要方式的登记制度，目前还不完善，

并且选择谁来专司登记工作，认识尚不统一。登

记机关的选择对象有基层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及

公证机构，形成三种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人民

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它侧重于处理事后纠纷，

其职能已经决定了它不宜作为登记机关。而民政

部门依照《民法典》的规定，其更适合担任监护人

和监护监督人。因此，登记工作应当由公证处来

承担。无论是监护关系的设立，还是监护变更和

终止时，监护关系双方当事人、监护监督人应及

时到公证部门办理登记。登记的目的意义还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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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确保监护关系依法设立，维护双方当事人利益

和与第三人的交易安全，也有利于公证处依法监

督。 

（4）完善意定监护监督相应的配套措施。一

是将意定监护监督内容纳入协议条款中。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 2022 年 2 月 24 日颁发的最高人民法

院《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第 11条第 2款的

规定，对意定监护协议的监督可适用《民法典》第

36 条的规定，虽然该司法解释第 11 条第 2 款本

身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意定监护监督

协议确定意定监护监督人，但却为协议确定意定

监护监督人留出了必要的解释空间。笔者认为，

今后无论是当事人自己签订意定监护协议，还是

律师、公证员指导当事人签订意定监护协议，都

应当在协议中明确意定监护监督的条款。具体的

做法可以有二种：一种是在意定监护协议中明确

意定监护监督的相关条款；二是在意定监护协议

之外另行签订一份意定监护监督协议，该监督协

议与意定监护协议同时生效。被监护人选定的意

定监护监督人可以是《民法典》第 36条第 2款中

规定的“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也可以

是“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以外的人，例

如被监护人的姻亲、远房亲戚、律师事务所、公证

处等。 

二是建立意定监护定期述职与监督报告制度。

意定监护人应主动向监护监督人报告工作情况，

接受监督。而意定监护监督人应定期汇总情况与

材料，重点检查监护支出情况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安置措施方面是否存在明显出入。对于经过公证

的意定监护协议，且监护监督人是公证员以外的

其他主体的，则监护监督人还应向公证处定期报

告履行监护监督职责情况，将监督材料报公证处

审查归档。 

三是创建意定监护的投诉与查访制度。担任

意定监护监督人组织或机关应通过适当方式，将

联系电话或者举报热线电话公开，意在方便监督。

只要发现意定监护人有不认真履职或者损害被监

护人利益的行径时，任何组织、个人都有权向相

关监督主体反映。相关的监督主体应及时回应，

包括到被监护人住所和社区等地进行调查走访、

谈话了解、核对情况等，并作好调查记录，查访结

束后将调查记录、调查结论和相关材料及时归集

存入监护档案。不论公证处还是意定监护监督人，

在走访或者查核工作中，都要有意识地观察被监

护人的言谈举止与精神状态，查探被监护人是否

有过反常表现或者异常举动，从而对意定监护人

的履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4. 设立监护权的撤销制度 

除了前述解除权制度外，还应当建立监护权

的撤销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规

定，监护人的监护权可以依法设立，也可以依法

撤销。当监护人不作为，或者没有依法正确行使

监护权，或者滥用监护权损害被监护人权益时，

监护监督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诉至人民法院，申

请撤销该监护人的监护资格，并由人民法院依法

指定监护人。如果被监护人设立了第二顺位监护

人的，此时可以由第二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从

完善制度的角度考虑，笔者建议应当在立法解释

或者司法解释中结合监护监督的要求，对监护人

撤销制度予以优化。首先，应在立法上明确：只要

是被监护人选定的、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就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我决定权和意思

自治，对意定监护监督人中的自然人无须设立“具

有监护资格”的限制。其次，在监护人撤销的启动

程序上，考虑到成年监护的特殊性，应将成年人

监护的撤销条件与未成年人监护撤销条件有所区

分。只要意定监护人不作为，或者没有依法正确

行使监护权，或者滥用监护权损害被监护人权益

的，就应当及时启动相关程序撤销其监护资格和

监护权。换言之，勿在损害结果发生后，再做“事

后诸葛亮”，过于容忍也是对被监护人利益的一

种间接损害。再次，还可以建立监护评估分级制

度。将监护状况评估结果分为低风险、中风险、高

风险三个等级，并对应规定相应的处理路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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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平台，规范监护评估与

家事调解。其中评估结果为高风险的，可作为撤

销监护资格的法定事由。这样，法官就可以在审

理撤销变更监护权案件时，可以结合监护评估结

果对案件作出判决，以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 

5. 设立监护权的问责制度 

当监护监督人发现监护人不作为，或者没有

依法正确行使监护权，或者滥用监护权损害被监

护人权益时，应当及时调查落实，及时向公共监

护组织报告。公共监护组织受理后，应立即启动

调查处置程序。如果确认监护人存在上述不当监

护行为的，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对于情节轻

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责令

赔礼道歉。如果经过评估，认为可以允许其继续

履行监护人职责的，可允许监护人继续履行监护

人职责(意定监护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如果被

监护人不能接受的，则可以撤销该监护关系，另

行指导监护人。对于侵犯被监护人人身或者财产

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

人民法院依法追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如果是人

身权遭受侵害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是财产权益遭受侵害，且所

造成的财产损害是可以通过一定措施予以补救的，

则应责令意定监护人采取补救措施，否则意定监

护人应当给予相应的赔偿。人民法院在处理纠纷

时，应当依照《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确定责

任与赔偿范围。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目的是通过问责机制惩戒

违法的监护人，弥补被监护人的损失，维护被监

护人的权益，使意定监护制度更加配套、完善。

房绍坤｜遗赠效力再探 

原创：2022-07-11 上海市法学会 东方法学  房绍坤 

https://mp.weixin.qq.com/mp/appmsgalbum?__biz=MzUxMzUyMzk1OA==&action=getalbum&album_id=1500240835509092354

&scene=173&from_msgid=2247658081&from_itemidx=1&count=3&nolastread=1#wechat_redirect 

 

房绍坤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遗赠效力与遗赠性质的关系 

二、遗赠效力与遗赠类型的关系 

三、遗赠效力与物权变动模式的关系 

四、遗赠效力与遗产共有类型的关系 

五、遗赠效力与继承效力的关系 

结论 

 

物权法第 29 条规定了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

效力，民法典第 230 条删除了这个内容。判断遗

赠的效力，应当基于民法典的体系和逻辑进行综

合考量。遗赠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因遗赠导致的

物权变动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应当进

行物权变动公示。我国法不承认概括遗赠，不能

依此认定遗赠具有物权效力。物权变动模式直接

影响遗赠效力，我国法采取的形式主义物权变动

模式决定了遗赠仅具有债权效力。遗产共有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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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遗赠效力有所影响，基于我国法上的遗产共

同共有，遗赠不具有物权效力。遗赠与遗嘱继承

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在物权变动的效力上，

两者遵循不同的法理。 

 

在遗赠效力的问题上，因遗赠标的不同，遗赠

所产生的效力也有所差异。若遗赠标的为物权（包

括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则产生该物权何时转移

于受遗赠人的效力；如遗赠标的为债权，则产生

该债权何时转移于受遗赠人的效力；如遗赠标的

为债务免除，则产生该债务何时发生免除的效力。

在民法学界，关于遗赠的效力，学者们重点讨论

的是当遗赠标的为物权时，遗赠是否具有直接导

致物权变动的效力：若肯定之，则遗赠具有物权

效力；若否定之，则遗赠仅具有债权效力。关于遗

赠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在物权法颁布前，学者间

即存在不同认识，物权法第 29条采取了物权效力

说。但这一规定并没有消除学界的争论，仍有学

者坚持遗赠的债权效力说。笔者也曾多次撰文指

出，遗赠不具有物权效力，并建议编纂民法典时

删除物权法第 29 条有关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规

定。最终，民法典第 230 条删除了有关遗赠导致

物权变动的规定。但是，这种删除是否具有正当

性，学界仍存在很大分歧。有鉴于此，笔者拟再次

就遗赠效力进行探讨，重点围绕遗赠效力与相关

规则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以期更为准确地理解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促进民法典的正确适用。 

一、遗赠效力与遗赠性质的关系 

（一）遗赠是单方法律行为还是双方法律行

为 

从物权法第 29条的规定来看，其处于“物权

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即物权变动）一章

中的第三节“其他规定”。而通常认为，该章第

一节（不动产登记）和第二节（动产交付）是对基

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规定，而第三节（其他

规定）规定的是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若

是如此，物权法第 29条中规定的遗赠似乎不能认

定为法律行为。但是，遗赠是通过遗嘱而实施的

一种行为，性质上当属法律行为无疑。对此，针对

物权法第 29条的规定，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受遗

赠取得物权，应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既然遗赠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遗赠是单方

法律行为还是双方法律行为？通说认为，遗赠是

单方法律行为，但亦有学者认为，遗赠是双方法

律行为。例如，有学者在解释物权法第 29条的规

定时认为，在我国法上，将遗赠解释为单方法律

行为不仅与我国法所规定的赠与是一种双方法律

行为的法理性质不合，而且与我国继承法第 25条

第 2 款有关“受遗赠人未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

内作出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表示的，视为放弃受

遗赠”的规定存在矛盾。这是因为，若将遗赠解

释为自遗赠人死亡时生效的单方法律行为，则自

该行为生效时开始，受遗赠人就已经取得了一项

针对遗赠人的继承人的债权请求权或针对遗赠物

的物权，不论受遗赠人是否愿意接受该遗赠，但

这与继承法第 25 条第 2 款的规定不符。这就表

明，因遗赠而生的民事权利变动，并不能单纯依

遗赠的意思表示生效而生效，而需以遗赠人已作

出有效的遗赠意思表示和受遗赠人已作出有效的

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为前提，这符合双方法律行

为的结构。可见，将遗赠解释为双方法律行为，符

合赠与的一般法理和继承法第 25 条的规定。据此，

该学者将遗赠解释为遗赠人与受赠人之间基于一

场“跨越生死的对话”而形成的权利处分（含物

权变动）的合意或双方法律行为。其中，遗赠人所

为的遗赠意思表示是与要约相近的意思表示，而

且这种意思表示并不能依其内容产生任何权利变

动的后果；在该意思表示到达受遗赠人后，若受

遗赠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

表示，应认定为承诺，遗赠因合意而成立。在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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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颁布后，立法机关有关人士认为，遗赠行为在

某种程度上应当被视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遗赠

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受遗赠人需要接受方可，

这就需要双方意思达成一致方能成立，遗赠人不

得将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另一方。因此，如果受遗

赠人在法定期限内不作任何意思表示，赠与的合

意难以形成。 

笔者认为，将遗赠认定为双方法律行为是不

妥的，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这种认定违背了法律行为的基本原理。

在民法理论上，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

行为。就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系而言，法律

行为可以仅由一个意思表示而构成，也可以由两

个以上意思表示而构成。在前者，法律行为与意

思表示的概念是重合的，意思表示属于法律行为；

在后者，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是相区分的，意思

表示并不代表法律行为，法律行为须由多个意思

表示构成。由此，法律行为有单方法律行为与双

方法律行为之分。在双方法律行为中，多个意思

表示一致才能使法律行为成立。就遗赠而言，其

是通过遗嘱形式表现的，而遗嘱是遗嘱人对其死

后财产的一种处分行为，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依法

作出时，遗嘱即为成立。而且遗嘱是无相对人的

法律行为，无须通知遗嘱中指定的遗产继受人（继

承人和/或受遗赠人）即可成立。至于在遗嘱人死

亡后，通知遗产继受人应是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

的职责。可见，遗嘱为典型的单方法律行为。若将

遗赠认定为双方法律行为，则将与遗嘱的性质产

生矛盾。 

第二，这种认定违背了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

在合同中，承诺只有向要约人作出才能有效，这

是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也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如

果将遗赠认定为双方法律行为，并视为遗赠人与

受遗赠人之间的合意，那么，受遗赠人只有向遗

赠人表示承诺，才能使遗赠合意成立。但是，这种

情形显然是不存在的。一方面，在遗赠人没有死

亡时，受遗赠人不能表示接受遗赠，因为遗嘱尚

未生效；另一方面，在遗赠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

受遗赠人无法向遗赠人表示承诺，其所为的接受

或放弃遗赠的表示只能向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作

出。可见，认定遗赠为双方法律行为与合同成立

的要求不符。 

第三，这种认定割裂了同一遗嘱的整体性。

在遗嘱中，其内容一般并不限于遗赠，还包括指

定继承人、遗产分配、遗嘱执行人等内容。如果将

遗赠认定为双方法律行为，将遗赠人所为的遗赠

意思表示认定为“要约”，受遗赠人接受遗赠的

意思表示认定为“承诺”，那么，我们可否依此

类推，将遗嘱人所为的指定继承人的意思表示也

认定为“要约”，而将继承人接受继承的意思表

示也认定为“承诺”？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不可

能的，否则就违背了民法典第 1121条关于“继承

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的规定。据此，就同一

遗嘱而言，若涉及遗赠内容的部分被认定为双方

法律行为，而涉及遗嘱继承的部分被认定为单方

法律行为，显然使同一遗嘱产生了两个生效时间，

从而割裂了遗嘱的整体性。 

第四，这种认定违背了接受或放弃受遗赠的

行为属性。按照遗赠为双方法律行为说的观点，

受遗赠人在法定期间内表示接受遗赠应认定为

“承诺”，遗赠依此方能成立。若如此，在遗嘱人

死亡后，受遗赠人没有表示接受遗赠时，遗赠合

意并没有成立，受遗赠人自不能取得受遗赠权。

但是，这种认定不符合民法典第 1124条第 2款的

规定。该款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

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

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这一规定

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两条基本规则：一是受遗赠人

在遗嘱人死亡后即取得了受遗赠权，否则就不会

存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以及“到期没有

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的内容；二是在受遗

赠人知道受遗赠后的法定期间内，其既有权接受

遗赠，也有权放弃受遗赠。如果认为在受遗赠人

未表示接受前，遗赠尚未成立的话，受遗赠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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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取得受遗赠权，而受遗赠人在还没有取得受

遗赠权的情况下，就无所谓“放弃受遗赠”。因

为按照民事权利的基本原理，只有在享有权利的

情况下，才存在放弃权利的可能，受遗赠权同样

如此。因此，“放弃受遗赠”本身就表明受遗赠

人在表示接受遗赠前就已经取得了受遗赠权。而

且，受遗赠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都是受遗赠

人的权利，该权利如何行使完全取决于受遗赠人

自己的意思，不受其他人意思的影响。因此，受遗

赠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也是单方法律行为，其

独立于遗赠这种单方法律行为，但接受遗赠的单

方行为并不能与遗赠的单方行为共同结合构成一

个双方法律行为。 

（二）遗赠导致的物权变动属于基于法律行

为的物权变动 

从上述两种认定遗赠为双方法律行为的观点

来看，虽然两者对遗赠性质的认定一致，但在遗

赠效力问题上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民法

典颁布之前的观点中，主张遗赠是双方法律行为

的目的是论证遗赠具有物权效力，即在遗赠合意

已经具备了物权处分合同需满足的一般生效要件

时，受遗赠人即得于该合意生效时溯及于遗赠人

死亡取得遗赠物的物权，并可据此取得针对遗嘱

执行人或继承人的所有物（含遗赠物及其在遗赠

人死亡后所生孳息）返还请求权。而在民法典颁

布之后的观点中，主张遗赠是双方法律行为的目

的是否定遗赠的物权效力，即由于遗赠本质上属

于赠与关系，而赠与关系只能在受赠人表示接受

后才能成立，故遗赠只能产生债权的效力，不能

产生物权效力。当然，也有学者从另一层面解释

物权法第 29条有关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规定，认

为遗赠虽然属于单方法律行为，但通常所称的基

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指的是与交易密切相关的

双方法律行为（典型为合同）而言的，因此，基于

遗赠这种单方法律行为而产生的物权变动，不需

要办理登记手续或者交付。 

笔者认为，既然遗赠为单方法律行为，基于遗

赠导致的物权变动的原因就应当是法律行为，就

须遵从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即不动产须登记、

动产须交付。据此，第一，将遗赠认定为双方法律

行为，并得出遗赠具有物权效力的观点，显然是

错误的。同时，认为受遗赠人在遗赠合意生效时

溯及于遗赠人死亡取得物权的观点，也无法律与

法理依据。因为既然认定遗赠合意成立于受遗赠

人接受遗赠时，则该合意只能于成立时生效。溯

及于遗赠人死亡时生效，违背了法律行为的原理。

第二，将遗赠认定为双方法律行为，并据此得出

遗赠仅具有债权效力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但

前提是错误的。也就是说，遗赠具有债权效力的

基础并非双方法律行为，而是单方法律行为。第

三，将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行为限定为双方

法律行为并不妥当，既缺乏学理依据，亦无现行

法支撑。例如，抛弃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但基于

抛弃而导致的物权变动与基于双方法律行为的物

权变动并没有区别，如不动产须办理登记、动产

须放弃占有，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因此，单

纯以遗赠为单方法律行为就得出遗赠具有物权效

力的观点是站不脚的。 

二、遗赠效力与遗赠类型的关系 

（一）遗赠类型对遗赠效力的影响 

从立法例上看，遗赠是否具有物权效力，与遗

赠类型的选择有关。因此，考察遗赠是否具有物

权效力，须根据有关遗赠类型的立法例进行判断。 

从立法例上看，凡承认概括遗赠的立法例，均

承认遗赠具有物权效力；而不承认概括遗赠的立

法例则否认遗赠具有物权效力，而仅认可其债权

效力。前者存在于“不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的

立法模式之中，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民法采取

这种模式；后者则存在于“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

的立法模式中，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民法采取

这种模式。在前一种立法模式中，凡遗嘱中指定

的遗产继受人，无论是否为法定继承人，也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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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继受人接受遗产的具体内容，都为遗赠，并

根据遗赠的内容，区分为概括遗赠与特定遗赠。

概括遗赠是指以全部或部分比例的遗产为内容的

遗赠，其客体既包括积极财产（财产权利），也包

括消极财产（遗产债务）。概括遗赠的受遗赠人与

法定继承人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即概括受遗赠

人与法定继承人有相同的权利义务。据此，概括

遗赠具有物权效力。特定遗赠是指以特定遗产为

内容的遗赠，其客体仅为积极财产，不包括消极

财产。至于特定遗赠是否具有物权效力，这种立

法模式也承认之，但理由并非基于概括遗赠，而

是取决于物权变动模式（后文详述）。在后一种立

法模式中，遗嘱中指定的遗产继受人根据其是否

承担遗产债务而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若遗产继

受人接受遗产权利，同时承担遗产债务的，则为

遗嘱继承；若遗产继受人仅接受遗产权利而不承

担遗产债务的，则为遗赠。即使是法定继承人，若

不承担遗产债务的，亦为遗赠而非遗嘱继承。由

于受遗赠人不承担遗产债务，仅产生受遗赠人请

求继承人交付遗赠财产的权利，故遗赠不具有物

权效力。 

（二）我国法上的遗赠类型决定了遗赠仅具

有债权效力 

既然遗赠能否发生物权效力与是否承认概括

遗赠密切相关，这就需要考察我国法是否存在概

括遗赠。对此，曾有学者在解读继承法时就得出

了我国法已经承认了概括遗赠的结论，理由是继

承法第 16 条第 3 款并没有对遗赠标的加以限制。

在民法典颁布后，有学者认为，民法典所规定的

遗赠包括了概括遗赠，而概括遗赠具有物权效力。

因此，民法典第 230 条删除受遗赠导致物权变动

的内容是不妥的，应基于法教义学立场，对民法

典第 230 条中的“继承人”作扩张解释，将受遗

赠人包含在内，从而回到物权法第 29 条的立场。

主要理由在于：第一，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第

1133 条第 3 款并未对遗赠标的进行限制，因此，

遗赠标的既可以是遗嘱人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

也可以是特定财产。同时，第 1163 条并未将受遗

赠人排除出清偿遗产债务的义务人范围，也没有

区分遗产分割之前或之后，这意味着在遗产分割

之前的共有阶段，于遗产范围内，受遗赠人也应

承担与遗嘱继承人相同的清偿义务。第二，从我

国遗产继承的实际情况看，被继承人经常会指定

法定继承人继承某项特定财产，这相当于德国法

上的遗赠或法国上的特定遗赠；也会指定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概括承受遗嘱人的全部遗产或者部

分抽象的遗产份额，这相当于德国法上的遗嘱继

承或法国法上的概括遗赠。因此，将遗嘱继承人

与受遗赠人同等对待符合我国的继承实际。第三，

从遗嘱人的意思自由角度考察，若遗赠人在遗嘱

中作出了概括遗赠的意思表示，或者某继承人仅

继承特定财产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或者

公序良俗，就没有理由阻碍其效力。笔者认为，上

述观点值得商榷，理由在于： 

第一，通过民法典第 1133 条第 3 款的规定，

并不能得出我国法承认概括遗赠的结论。该条虽

然对“个人财产”的范围没有限制，但以此就得

出这里的“个人财产”包括遗产债务缺乏正当性。

该规定在界定遗赠的含义时使用了“赠与”的表

述，而赠与的财产只限于财产权利，不包括财产

义务。因此，民法典第 1133条第 3款中的“个人

财产”应仅限于财产权利，而不包括财产义务。 

第二，通过民法典第 1163条的规定，无法得

出遗赠标的包括遗产债务的结论。民法典第 1163

条规定：“既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遗赠的，

由法定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超过法定继承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由遗

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产清偿。”

该条规定确实表达出了受遗赠人清偿遗产债务的

意思，但不能就此得出民法典已经承认概括遗赠

的结论。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1163 条中所谓的

“受遗赠人清偿债务”只是一种事后补偿措施，

即在清偿遗产债务时因没有遵守民法典第 1162

条关于“执行遗赠不得妨碍清偿遗赠人依法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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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的规定，而使受遗赠人“以

所得遗产”清偿遗产债务。实际上，受遗赠人承

担的责任是一种返还责任。 

第三，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做法不能作为认定

概括遗赠的依据。在遗嘱实践中，可能确实存在

遗嘱人指定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继承某项特定财

产，或者指定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概括承受全部

遗产或者部分抽象的遗产份额的情况。但是，前

一种情形并非相当于德国法上的遗赠或法国上的

特定遗赠，后一种情形也不相当于德国法上的遗

嘱继承或法国法上的概括遗赠。就前一种情形而

言，即使继承人依遗嘱继承特定财产，仍属于继

承的范围，继承人仍须承担遗产债务，这与域外

法上的特定遗赠完全不同；就后一种情形而言，

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概括承受全部遗产或者部分

遗产的抽象份额，似乎使受遗赠人承担遗产债务

的清偿责任而构成概括遗赠。例如，遗嘱人将自

己的全部财产赠与给朋友张某，并由张某负责清

偿遗嘱人的债务。但是，这种情形仍为特定遗赠，

而非概括遗赠。一方面，概括遗赠是法定的类型

选择，在法无明确文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以民间

做法认定概括遗赠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情形

实际上构成了附义务遗赠，即受遗赠人清偿遗产

债务属于遗赠所附的义务，受遗赠人应当履行。

但这种义务的履行与概括遗赠中遗产债务的清偿

完全不同，两者不可混淆。前者中，如果受遗赠人

有正当理由的，可以不履行义务，但不影响遗赠

的效力，只是应当由遗产管理人负责清偿；后者

中，受遗赠人清偿债务是法定义务，只有在放弃

受遗赠的情况下，该义务才能免除。其实，上述类

似情形在德国民法上也存在，但其并没有按照概

括遗赠处理。从德国民法典第 2087条第 1 款的用

语来看，被继承人甚至可以作出概括遗赠，即受

遗赠人获得遗产债务清偿后的全部剩余遗产价值。

但是，这种情形不属于无人继承，仍需要确定何

人作为概括继受人对遗产进行清算。也就是说，

在上述情况下，仍发生继承问题，遗产仍首先归

属于继承人，并在遗产清偿后，受遗赠人才能接

受剩余遗产。 

第四，从遗嘱人的意思自治角度出发，应当

否定概括遗赠的存在。在继承法中，遗嘱自由是

一项基本原则，但该原则并非没有限制。通说认

为，继承法属于强行法，继承法中的规范大多属

于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必须遵守之。因此，在法律

没有规定概括遗赠的情况下，即使遗嘱人作出了

概括遗赠的意思表示，也不应承认其效力。当然，

即使遗嘱人作出了这样的意思表示，也不能认定

该遗嘱无效，而应将其认定为附义务的遗赠。此

外，有学者认为，遗赠效力的债权效力说与物权

效力说均存在一定的问题，最优的选择是承认遗

赠人可以在遗嘱中自由决定遗赠发生债权还是物

权效力，即区分债权性遗赠和物权性遗赠。这种

观点显然是不妥的，因为物权变动问题属于物权

法定的内容，不允许行为人自行选择。 

三、遗赠效力与物权变动模式的关系 

（一）物权变动模式对遗赠效力的影响 

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遗产会发生权利主体

的变更，这就涉及物权变动问题。因此，不同的物

权变动模式自然会对遗产的物权变动产生影响。

概括地说，物权变动存在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物

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之分。在意思主义

的物权变动模式中，产生物权变动的原因是当事

人的意思，即仅依当事人的意思即可发生物权变

动的后果，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民法采取意思

主义；在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产生物权

变动的原因并非当事人的意思，而是法律所规定

的特定方式（不动产登记或动产交付），德国、瑞

士、奥地利等国民法采取形式主义。在继承导致

物权变动的问题上，因当然继承主义的要求，继

承开始时遗产即归继承人所有，无须办理登记或

交付的法定手续。在这一点上，物权变动的意思

主义与形式主义并不存在差别。例如，法国民法

典第 724 条第 1 款规定：“法律指定的诸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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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占有死亡的财产、权利与诉权。”德国民法

典第 1922条规定：“在某人死亡（继承开始）时，

其财产（遗产）作为总体转移给一个或两个以上

的继承人。”但是，在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问题

上，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立法例却出现了分歧。 

在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法律通常承

认遗赠具有物权效力。在这种模式中，遗赠通常

区分为概括遗赠与特定遗赠。如前所述，概括遗

赠与继承具有相同的效力，当然具有物权效力，

这是当然继承的内在要求；而对于特定遗赠而言，

其亦具有物权效力。如法国民法典第 1014条第 1

款规定：“一切不附任何条件的遗赠，在遗嘱人

死亡之日，赋予受遗赠人对遗赠物的权利，此种

权利得转移给受遗赠人的继承人或权利继受人。”

当然，受遗赠人应当提出交付遗赠物的请求，且

判例认为，这种请求权应有时效的限制。这里的

“一切不附条件的遗赠”即为特定遗赠（特定财

产的遗赠）。意大利民法典第 649条第 2款规定：

“遗赠标的是遗赠人对确定物的所有权或者所享

有的其他权利的，该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自遗嘱

人死亡之时起转移给受遗赠人。”在日本民法上，

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特定遗赠具有物权效力，

但判例认为，因遗赠是通过遗嘱而给予受遗赠人

以财产的意思表示，虽以遗嘱人的死亡为确定期

限，但在通过意思表示而发生物权变动效果上，

与赠与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遗赠发生效力时，以

遗赠为原因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尚未完成期间不发

生完全排他性的物权变动，即不发生对抗第三人

的效力。 

在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法律通常不

承认遗赠具有物权效力，而认定遗赠仅具有债权

效力。在这种模式中，法律通常不承认概括遗赠，

只存在特定遗赠，因此，遗赠效力的认定仅涉及

特定遗赠。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2174条规定：“遗

赠为受益人而创设向被加重者请求给付被遗赠标

的权利。”第 2176条规定：“在无损于拒绝遗赠

的权利的情况下，受遗赠人的债权发生（遗赠的

归属）于继承开始时。”因此，继承开始后，受遗

赠人不能直接获得物权意义上的“财产利益”，

只能向被加重负担者主张债权请求权，由被加重

负担者向受遗赠人交付动产或不动产，被加重负

担者与受遗赠人之间形成法定之债关系。可见，

遗赠并不涉及物权层面的问题，而只是设定受遗

赠人对继承人的债法请求权。而且根据继承法的

自动取得原则，遗赠也与继承一起开始。在瑞士

民法上，受遗赠人对遗赠义务人有债权请求权，

在遗赠义务人接受继承或者不得再为拒绝继承时，

届其清偿期（瑞士民法典第 562 条）。在奥地利

民法上，受遗赠人一般在被继承人死亡后立即取

得对遗赠的权利，但遗赠物的所有权仅得依有关

所有权取得的规定而取得（奥地利民法典第 684

条）。因此，受遗赠的不动产或建筑物的所有权，

仅在遗赠物依法办理登记时，始由受遗赠人取得

（奥地利民法典第 437条）。 

（二）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决定了遗赠仅具有

债权效力 

在我国现行法上，物权变动模式采取形式主

义（债权形式主义）。对此，民法典第 209 条和

第 224条设有明文规定。参酌遗赠效力的立法例，

基于民法典所采取的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遗

赠不应具有物权效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遗赠

之所以存在物权效力或债权效力的差别，其原因

并不在于物权变动模式的不同，而在于立法者对

物权变动原因的性质及其法律意义的不同考量：

如果立法者更看重意思表示在遗赠中的意义和作

用，则其一般会倾向于将因遗赠而生的物权变动

处理成以须交付或登记为要件的意定的物权变动；

反之，如果立法者更看重死亡在遗赠中的法律意

义和作用，则其一般会倾向于将因遗赠而生的物

权变动处理成法定的物权变动。据此，遗赠具有

债权效力的立法例实际上是严格区分死亡和法律

行为的法律意义：死亡的意义仅限于在继承开始

时直接导致物权由被继承人转移给继承人，而后

因遗产分割所导致的物权变动的法律原因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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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司法裁判；相反，遗赠具有物权效力的立

法例更为看重死亡的法律意义，即死亡不仅具有

导致遗产直接归属于继承人或遗赠人的效果，而

且在遗产分割中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所取得的物

权也视为是基于死亡而直接承受于被继承人。如

此，遗赠的效力就与遗产分割的效力具有了一致

性：遗赠具有债权效力时，遗产分割采取的是转

移主义；而遗赠具有物权效力时，遗产分割采取

的是宣告主义。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存在如下缺陷：其一，从

物权变动模式上看，意思主义应当是更看重当事

人意思表示的作用，而形式主义应当是更看重法

定公示方式的作用，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至于死亡，其在物权变动上并无直接意义，其仅

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导致继承的开始，而继承才是

物权变动的原因。因此，遗产自继承开始时由继

承人取得，这并不是由某种物权变动模式所规定

的，而是当然继承主义的结果。其二，遗赠具有何

种效力，与立法上处理遗赠与遗嘱继承之间的关

系有关。如前所述，在遗赠与遗嘱继承的关系上，

存在“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与“不区分遗赠与

遗嘱继承”两种不同的立法例。法国等采取“不

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的立法例，仅存在遗赠，

而不存在遗嘱继承。既然不存在遗嘱继承，则死

亡在遗嘱中的作用就仅限于使遗赠生效，也即遗

赠人的意思表示生效。此时，对遗赠效力发挥作

用的就只是遗赠人的意思表示。而按照意思主义

物权变动模式，遗赠人的意思表示生效，遗赠物

的物权当然就会发生变动，由受遗赠人取得物权。

德国等采取“区分遗嘱赠与遗嘱继承”的立法例，

尽管区分的标准是遗产继受人的身份（是否为法

定继承人），但只要是受遗赠人（无论是否为法定

继承人），就不承担遗产债务。既然存在遗嘱继承，

引起继承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遗嘱人死亡，遗

嘱人的意思表示则位居其次；而按照当然继承主

义，遗产只归继承人所有，与受遗赠人无涉。其三，

将遗赠效力与遗产分割效力相关联并没有错误，

但不妥之处在于混淆了遗产分割的效力与遗赠的

效力。如将“因继承取得物权”解释为既包括因

继承而取得的对遗产物权的共有权，也包括因遗

产分割而取得的各应继承部分的单独所有权，并

将遗赠作同类处理。实际上，遗赠的物权效力与

遗产分割的宣告主义效力之所以具有一致性，其

根本原因在于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而遗赠

的债权效力与遗产分割的转移主义之所以具有一

致性，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

式。可见，并非因遗赠的效力决定了遗产分割的

效力，也不是遗产分割的效力决定了遗赠的效力。

同时，遗产分割与继承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相同：

前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继承人之间分配遗

产，而后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遗产如何从被继承

人转移于继承人。因此，如果将因遗产分割而取

得各继承部分的所有权解释成“因继承取得物权”

的内容，则明显是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遗赠效力与遗产共有类型的关系 

（一）遗产共有类型对遗赠效力的影响 

按照当然继承主义，继承开始后，遗产归继承

人共有。关于遗产共有的类型，立法例上有按份

共有制与共同共有制之分。按照按份共有制，继

承人对遗产的共有为按份共有，法国、意大利、日

本等国民法采取这种立法例。例如，法国民法典

第 815条以及第 815之 1-18条对遗产的按份共有

规则作了具体规定；意大利民法典规定，遗产共

有受按份共有规则的调整（第 1100 条）。因此，

共同继承人应当按照各自继承的遗产份额分担遗

产债务和负担（第 752 条）；日本民法典规定，

继承人为数人时，继承财产由其共有（第 898条）。

各共同继承人按各自的继承份额，承继被继承人

的权利义务（第 899 条）。按照共同共有制，继

承人对遗产的共有为共同共有，德国、瑞士、奥地

利等国民法采取这种立法例。例如，在德国民法

上，共同继承遗产与合伙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属

于共同共有的三种类型。继承人因共同继承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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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组成一个共同体，形成共同共有，所有继承人

对全部遗产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不是仅涉及

一定的份额。在瑞士民法上，共同继承人为各项

遗产客体的共同共有人，对属于遗产的各项权利

的处分，应共同为之（瑞士民法典第 602 条）。

在奥地利民法上，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遗产共

有为共同共有，但通过有关共同继承人责任的规

定，可以认定遗产共有为共同共有。 

从遗产共有类型的立法例来看，按份共有制

的立法例通常在遗赠效力上采取物权效力说。据

此，受遗赠人虽然也能与继承人在遗产上形成共

有关系，但他们是按各自的份额对遗产享有权利

的，相互之间的权利并不存在冲突。相应地，在遗

产分割的效力上，这种立法例采取宣告主义。可

见，遗赠物权效力、遗产按份共有、遗产分割的宣

告主义存在着关联性。共同共有的立法例通常在

遗赠效力上采取债权效力说。据此，若受遗赠人

不是法定继承人，因其与法定继承人之间缺乏共

同体关系，故受遗赠人与法定继承人之间无法产

生共同共有关系。同时，因受遗赠人不承担遗产

债务，即继承人与受遗赠人所继受的遗产标的不

同，故他们之间亦无法产生共同共有关系。相应

地，在遗产分割的效力上，这种立法例采取转移

主义。可见，遗赠债权效力、遗产共同共有、遗产

分割的转移主义存在着关联性。 

（二）我国法上的遗产共有类型决定了遗赠

仅具有债权效力 

在我国法上，遗产共有为共同共有还是按份

共有，民法典没有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不同的认

识。笔者认为，遗产共有应为共同共有。一方面，

遗产共同共有是我国学界的通说，且一直以来为

司法实践所采纳；另一方面，民法典第 1156条在

遗产分割时采取了“共有”的处理方法，这不仅

表明了民法典采取了遗产共有制，而且进一步说

明了该共有为共同共有。 

如果将遗产共有认定为共同共有，那么，共有

人除继承人外，是否还包括受遗赠人呢？对此，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增设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欠缺

对受遗赠人的关注，第 1145条未明确若只有受遗

赠人而没有继承人时，受遗赠人是否可以担任遗

产管理人；第 1147条也仅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应当

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而遗漏了受遗赠人或遗

产债权人等其他遗产权利人。为此建议，为了与

民法典继承编其他内容相协调，应对遗产管理人

相关规范中的“继承人”概念作扩大解释，包含

受遗赠人在内。据此，在继承开始后，由继承人与

受遗赠人共同承受遗嘱人的整体遗产，在遗产上

成立共同共有关系，由遗产管理人负责清理遗产

并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在增设遗产管理人

制度并厘清遗产债务清偿顺序之后，遗赠采债权

效力抑或物权效力，在结果层面上并无实质性区

别。 

笔者认为，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设立有效解决

了遗产债务清偿问题，但不能抹杀遗赠的物权效

力与债权效力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因为这涉及权

利人之间的利益衡量。就遗产共有而言，若遗产

共有为按份共有，则继承人对遗产各有其应有份

额，而在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情况下，受遗赠人

取得遗赠物的物权，并不会与继承人的权利发生

冲突，继承人与受遗赠人之间对遗产所形成的按

份共有关系不违背共有法理，采遗赠物权效力说

并无不可。但是，若遗产共有为共同共有，认定遗

赠具有物权效力在我国法上就会产生体系上的矛

盾。第一，在我国法上，受遗赠人是法定继承人以

外的民事主体，与继承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婚姻、

家庭等方面的亲属关系，这就导致继承人与受遗

赠人之间不可能具有作为共同共有存在基础的共

同关系。若认为继承人与受遗赠人之间可以围绕

遗产形成共同共有关系，显然违背了共同共有存

在的法理基础。第二，如前所述，我国法上的遗赠

仅为特定遗赠，遗赠的客体仅限于积极财产，而

继承的客体则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可见，

继承的客体与遗赠的客体存在不同，这就决定了

继承人与受遗赠人之间无法就不同客体形成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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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第三，若遗产归继承人与受遗赠人共同共

有，则受遗赠人就将参加遗产的管理。基于共同

共有实行共有人全体一致决定的规则，受遗赠人

就完全有权决定对遗产的管理（如使用、处分），

这将严重影响继承人的利益，也不符合继承法理。 

五、遗赠效力与继承效力的关系 

（一）遗赠关系与继承关系是否遵循同一法

理 

这里所称的继承效力，指的是继承导致物权

变动的效力。在我国民法学界，学者们在解释物

权法第 29 条将遗赠与继承同时规定为直接导致

物权变动的原因时，给出的通常理由是：依公认

的法理，因遗赠发生物权变动，同样适用继承的

规则，即物权无须公示而直接发生变动的效力。

其实，这个理由在物权法颁布之前的物权法学者

建议稿中就已经被提及，其主要参考的立法例为

瑞士民法典第 656 条第 2 款和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第 759 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民法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

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一书对物权法第 29条

的解读还参考了意大利民法典第 649条第 2款。 

民法典颁布后，学界在解读第 230 条删除遗

赠导致物权变动的规定时，出现了两种类似的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遗赠属于广义遗嘱继承的范

围。如果认定遗赠引起的物权变动是基于法律行

为的物权变动，为何同一份遗嘱中针对法定继承

人的遗嘱继承引起的物权变动属于非基于法律行

为的物权变动？面向遗嘱继承人的遗嘱与面向受

遗赠人的遗赠形式常常统合在一份遗嘱中，都承

载了被继承人的意思表示，仅仅因为遗产承受人

的身份差异而采取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难谓有

实质合理性。按照这种观点，民法典第 230 条删

除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规定是错误的，因为基于

遗嘱继承与遗赠的相同法理基础，继承具有导致

物权变动的效力，遗赠亦应具有这种效力。另一

种观点认为，民法典第 230 条之所以删除遗赠导

致物权变动的规定，其原因在于，物权法第 29条

中的“受遗赠开始”一语并无必要，因为同时规

定“继承开始”和“受遗赠开始”容易引起混淆。

因此，无论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遗产均

于继承开始亦被继承人死亡时转归继承人或者受

遗赠人。按照这种观点，因“继承开始”包含了

“受遗赠开始”，所以立法上统一规定为“因继

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据此，

遗赠仍具有物权效力。 

（二）我国法上的遗赠与继承并不存在同一

法理 

上述三种观点虽然解读的角度不同，但都表

达出了相同的意思：遗赠与继承在物权变动上应

遵循同一法理，即都具有导致物权变动的效力。

对此，笔者认为不妥。 

第一，在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问题上，所谓

公认的法理并不存在。一方面，在遗赠立法例上，

我国法采取了“区分遗赠与遗嘱继承”的立法例，

且将受遗赠人限制在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民事主体，

这与将法定继承人也可以作为受遗赠人的立法例

完全不同，而且我国法的遗赠在解释上无法得出

承认概括遗赠的结论，但承认概括继承并无疑问。

可见，认定遗赠具有物权效力本身就存在着“水

土不服”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物权法制定所参

考的立法例来看，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所采取的

物权变动模式均为形式主义，我国物权法与此相

同。但是，瑞士民法典第 656 条第 2 款和我国台

湾地区“民法”第 759 条所规定的非基于法律行

为的物权变动的原因中，均只有继承而无遗赠，

这表明我国物权法第 29 条有关继承导致物权变

动的规定参考了上述立法例。但物权法第 29条有

关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规定，显然并非参考上述

立法例，而是参考了意大利民法典第 649 条第 2

款。如前所述，意大利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上

采取了意思主义（第 922条、第 1376条），这与

我国法所采取的形式主义不同；而以意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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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变动解决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所涉及的问题，

并非公认的法理。 

第二，遗赠与遗嘱继承虽然都基于遗嘱而产

生，但遗赠与遗嘱继承在物权变动的问题上却非

一定遵循相同的规则。在我国法上，就遗嘱继承

而言，因遗嘱继承人限定为法定继承人，这严格

限制了遗嘱人在选择受遗赠人上的自由，这也决

定了遗嘱继承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仍取决于遗嘱

人的死亡，而非遗嘱这种法律行为本身；而就遗

赠而言，尽管可能与继承同存一份遗嘱之中，但

实质上这是两种行为集合在一起。既然如此，遗

嘱继承与遗赠在物权变动问题上发生不同的效力，

也就不难理解。由于我国法上的继承人与受遗赠

人是有严格区分的，所以，即使从法教义学立场

出发，也无法将民法典第 230 条中的“继承人”

涵盖受遗赠人。 

第三，在继承法上，被继承人的死亡时间为

继承开始的时间，而被继承人的死亡也将导致遗

嘱生效，故遗嘱人的死亡时间也即受遗赠开始的

时间。就此而言，受遗赠开始的时间与继承开始

的时间是一致的。尽管这两个时间是一致的，但

是，“因继承取得物权”仍然无法将“因受遗赠

取得物权”包含在内，否则就混淆了遗嘱继承与

遗赠的区别。因此，民法典第 230 条删除“受遗

赠取得物权”的内容绝非因“继承开始时间”包

括了“受遗赠开始时间”，而是基于民法典体系

性而综合考量的结果。也因如此，一些学者对民

法典第 230条的删除处理给予了正确的解读。 

结论 

物权法第 29 条将遗赠与继承一同作为导致

物权变动的原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民

法典第 230 条删除了遗赠导致物权变动的规定，

但这种删除是否妥当，学者们的解读各有不同。

究竟遗赠是否具有物权效力，并不单纯是一个立

法选择的问题，而需要结合民法典体系进行综合

考量。其一，在我国现行法上，遗赠作为法律行为，

理应遵循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处理遗赠

在物权变动上的效力问题，即使其是单方法律行

为，也不能例外。其二，我国现行法并没有承认概

括遗赠，受遗赠人并不对遗产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在遗产已经分割而遗产债务没有清偿完毕的情况

下，受遗赠人所谓的“以所得遗产清偿债务”并

非真正的承担遗产债务，而只是一种事后的救济

措施而已。其三，既然讨论遗赠的物权变动问题，

自然就不能脱离我国现行法所采取的物权变动模

式，而我国法所采取的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决

定了遗赠不具有物权效力，仅具有债权效力。其

四，遗产共有的类型影响遗赠效力的认定。从我

国现行法来看，遗产共有应认定为共同共有，而

受遗赠人缺乏与继承人形成共同共有关系的法理

基础，从而决定了受遗赠人不能自继承开始（受

遗赠开始）即取得遗赠物的物权。其五，在处理遗

赠效力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继承导致的

物权变动规则加以认定，因为我国法上的遗赠与

遗嘱继承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两者的制度基

础存在差异。 

网络首发｜刘静坤：病人自治、尊严死亡与最佳利益原则 

原创：2022-07-14  中外法学编辑部  刘静坤 

https://mp.weixin.qq.com/s/WjsB70PxgZCMKFwIv1joqQ 

编者按：尊严死的法律安顿 “尊严死”（death with dignity）是指个

人通过预立医疗指示，提前做出关于生命临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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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离开方式。尊严死是自然死的一种。它通过

放弃延续生命的医疗措施的方式，让生命自然终

结。在此意义上，尊严死不同于通过医疗手段积

极促成的“安乐死”。在所有的文化中，死亡都

是非常复杂的话题。但这并未影响到尊严死，或

称“消极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的现

实需求。生我所欲也，死亦我所欲也。漫长的告别，

或存在生不如死的情形。身处临终煎熬和病痛折

磨的个体，希望选择放弃无谓治疗而自然离去的，

现实中不在少数。然而，公共政策、法律及伦理等

领域对这一问题仍缺乏认真对待。我们需要站到

生命尊严和意义的高度，探寻这一终极问题的解

决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近 5 亿，占总人口比例超过三分

之一。在 2015年《经济学人》杂志对全球人口死

亡质量的指数排名中，中国大陆排名倒数第十。

在可预见的未来，具有空前规模的中国老龄人口

将面临终老问题。如何让每一个人既活得有尊严，

又死得有尊严，理应成为人文关怀、基本权利和

生命价值的讨论核心。如果说，对生命的尊重和

对尊严的维护乃是生命关怀的本质，那么，尊严

死是否应成为生命终极关怀的一部分？ 

尊严死是一个重大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法律

问题。它既涉及到个人自治和权利，也涉及自由、

责任与社会连带关系等问题。临终者自主权利与

医生治疗义务的边界如何划分，当事人与亲属决

策权如何权衡，个人自主与其最佳利益如何一致，

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如何取舍，这些极为复杂的

价值权衡及及制度安顿，将是人类共同体无法回

避的“to be or not to be”式难题。 

尝试已经开始。2022年 7月，深圳市七届人

大常委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

条例》修订稿，其中第 78条对“临终决定权”做

出了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预嘱不做无谓治疗，

医疗机构应尊重其意愿，让病人有尊严地平静离

开。这是一次重要且有深远意义的尝试。可以预

见，尊严死的法律化进程，将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仅会影响法律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更会对后续

的法律实践带来方方面面的挑战。在这个时空档

口，推动开放、持续的讨论以提炼公共理性，凝聚

社会共识，正当其时。 

摘    要 

传统的父权型医疗模式面临病人缺乏自治、

医患关系紧张等挑战，有必要基于病人自治理念，

确立病人自主权的权利体系，推动由医生主导向

病人自治的医患关系转型。在病人自治体系中，

临终自治牵涉生命安全与生命尊严，是最重要也

是最需要法律保障的自治。从松解自杀禁令，到

允许撤除延命医疗措施，再到允许医生协助自杀，

以临终自治为核心的尊严死亡法律制度不断发展

演变。立足尊严死亡理念，为避免无效、过度医疗，

需要确立和保障病人的临终自治权利，包括拒绝

侵入性过度抢救措施，拒绝或者撤除延命医疗措

施，选择临终安宁疗护方案，以及选择医生协助

终止生命等。鉴于病人临终自治面临失能后的决

策能力困境，以及自身的理性决策局限，需要基

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系统地构建尊严死亡法律

制度。 

关键词  医患关系  病人自治  临终自

治  尊严死亡  最佳利益 

目    录 

一、由医生主导向病人自治的关系转型 

二、临终自治与尊严死亡法律制度演进 

三、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自治权利框架 

四、临终自治难题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语 

随着人格尊严、个体自治等理念深入人心，传

统上颇具争议的临终自治以及尊严死亡，现已成

为无法回避的法律和社会议题。为实现病人临终

自治，需要推动医患关系由医生主导向病人自治

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的尊严死亡法律制

度。相应地，对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研究，既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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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究其理论前提和原则基础，也要理性分析其

权利体系和程序规制。 

一、由医生主导向病人自治的关系转型 

在传统医疗领域，基于医乃仁道等理念，医生

实际上主导着诊治过程。病人寻求医生救治，通

常是置身医院看护之下，对医生给予充分信任，

形成所谓的父权型医疗模式。随着现代医疗技术

发展，加上病人自主意识增强，父权型医疗模式

面临现实挑战。由医生主导转向病人自治，已经

成为医患关系转型的必然趋势。 

（一）医生主导模式及其现实挑战 

传统医患关系通常被视为合同关系，不过，受

制于知识局限等原因，病人无法独自作出合理的

医疗决策，也难以平等地与医生协商诊治方案。

每当病人投医问药，医生就会主导诊治过程，虽

然其间也会听取病人陈述，询问病人症状，但具

体到医疗决策，往往由医生自行作出决定。有些

情况下，即便病人询问药物属性和诊治方案，医

生也怠于作出详细说明。毋庸讳言，医生主导医

疗决策，俨然成为医疗惯例。 

在传统的父权型医疗模式下，病人因缺乏医

疗决策能力，只能将决策权让渡给医生行使。这

种默示的权利让渡，使得医生实质性地控制诊治

过程；医生的知识和经验也为其主导医疗决策提

供了一定的正当性。当然，对于重症病人或临终

病人，因治疗方案性命攸关，医生不会随意单方

作出医疗决策。但为避免影响治疗效果，医生往

往不会将病情和治疗方案直接告知病人，而是选

择征求病人家属意见。鉴此，无论是医生主导，还

是病人家属参与，病人自身都很难有效参与医疗

决策。 

在医疗条件有限、专业信息匮乏的背景下，病

人缺乏自主权的问题并未引起重视。然而，现代

医学技术特别是急救重症医疗快速发展，显著拓

展了病人可以选择的医疗方案。医疗行业逐步认

识到，疾病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治疗方案。同时，病

人遇有医疗问题，可以通过网络查询、专家咨询

等方式获得信息辅助，也可据此评估医生所提医

疗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这意味着，此前由医

生单方作出医疗决策的做法，难以继续维系正当

性。 

医疗环境的变化，使得病人自治成为新的共

识。病人不应被视为医疗的对象或客体，而是应

当成为医疗决策的主体。医疗方案的多元性和医

疗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大多数医疗决策成为一

个选择性问题。鉴此，病人应当知悉病情、医疗措

施和医疗风险，从而结合自身情况和医疗偏好作

出自主决策。如果医生将自身的专业判断凌驾于

病人的价值判断之上，就容易导致医患关系紧张，

甚至产生医疗纠纷。由于医生主导型医疗决策面

临过高的责任风险，基于医疗风险合理分配的考

量，最终的医疗决策应当由承担医疗结果的病人

作出。 

此外，医生受职业习惯影响，可能存在自身的

职业偏好，而这种职业偏好可能与病人的医疗偏

好并不相同。例如，医生倾向于延长病人生命，但

临终病人可能希望带有尊严地死亡。这种价值冲

突可能对病人利益产生实质影响。同时，如果医

生的工作收入与病人治疗费用存在直接关联，还

将导致潜在的利益冲突。这些价值和利益等层面

的冲突，削弱了医生在医疗过程中的权威性，强

化了病人的自治需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

医疗环境的变化，原本是病人福音的医生，竟然

可能转而成为病人自治面临的威胁。 

（二）病人自治理念及其权利构造 

病人自治理念早已有之，与现代系统医学的

发展相伴而生，最早源于在欧洲兴起的病人权利

运动。20世纪七十年代以降，世界范围内的病人

权利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但病人自主权在当时尚

未被视为法律保护的权益。直至 20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现代医事法律制度的发展，病人自主权的法

律保障日益完善，才使得病人自治逐步由理念成

为现实。例如，美国 1990年通过《病人自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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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病人有权对医疗措施作出决定，有权接

受或者拒绝医疗措施，有权制定预立医疗指示。

在此期间，一些欧盟国家通过制定《病人权利法》

《医疗契约法》《医疗基本法》《病人宪章》等，

确立了病人自主权领域的专门法律规范。此类专

门立法，从病人自治角度赋予了病人依法享有的

医疗权利。 

基于病人自主权立法，病人和医生之间形成

了新型法律关系，即，病人在获得医生诊疗时，拥

有自主作出医疗决策的权利。相应地，医生不再

是主导医疗处置的唯一角色；病人通过医生对医

疗资讯和治疗方案的充分说明，衡量自身病情状

况后，有权作出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医疗决策。

病人自治型医疗模式的实质，是将医生主导的医

疗决策权，交回到病人手中。鉴于病人自主权牵

涉一系列具体权利，其独特的权利构造值得研究。 

1.病人自主权的权利体系 

病人自主权并非单一性权利，而是由一系列

具体权利组成的权利集合。按照一般的部门法逻

辑，病人自主权主要涉及与医疗决策相关的权利，

在属性上可被归入医事法律的范畴。不过，由于

医疗行为与病人的生命、健康、隐私、人格尊严等

基本权利紧密相关，对病人自主权及其所含具体

权利的分析，不能与这些基本权利割裂开来。 

在医疗场域中，病人对生命、健康、隐私和人

格尊严等基本权利的掌控，汇聚为病人自主权，

并集中体现为病人对医疗决策的掌控。病人自治

权与基本权利的依存关系，既证成了病人自主权

所含的具体权利，也提升了病人自主权的权利位

阶。基于这种汇聚式的权利链接，病人自主权具

有准基本权利的特点，可被视为病人固有的权利，

因此，病人寻求医生救治这一行为本身，并不会

自动将其对医疗决策的控制权让渡给医生或者他

人。 

以病人自主权为媒介，病人的生命、健康、隐

私和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在医疗领域映射为各

项具体的医疗权利。例如，基于健康权的考量，病

人有权选择自我治疗或者寻求医生诊治，如果寻

求医生诊治，有权在充分知情基础上，作出契合

自身偏好的医疗决策；基于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

考量，病人有权选择特定的医疗方案，也有权接

受或者拒绝医疗措施；基于生命权和人格尊严的

考量，病人可以选择有尊严的临终医疗方案，等

等。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病人自主权，并不意味着

医生只能退居幕后，或者说病人家属无关紧要。

美国医疗协会科学事务委员会将病人和家属视为

一个“治疗单元”，如果秉承病人主导型医疗模

式，不妨将医生、病人及其家属视为“三位一体”

的治疗单元。尽管病人可以授权医生或者家属作

出医疗决策，但这种授权不能具有强制性或者推

定性。病人自主权改变了传统医患关系，使得医

生更加侧重建议职责，而非决定职责。同时，病人

自主权的法律保障，也使得医疗责任的边界更为

明晰。 

2.病人的知情权和同意权 

1964年，世界医学会第 18届大会通过的《赫

尔辛基宣言》明确提出了病人知情同意原则。这

一原则包含的知情权和同意权，赋予病人主体性

地位，是病人自治的核心体现。许多国家制定的

病人权利法律都规定了病人的知情权和同意权。

我国 2021 年《医师法》第 25 条规定：“医师在

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和其

他需要告知的事项。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

殊治疗的，医师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

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

意......。”这一规定体现了知情权和同意权的

规范要求。 

在医患关系的场域内，病人知情权强化了医

生披露医疗信息的义务。医生作为病人决策的信

源，其所提供的医疗信息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病

人决策的质量。基于病人知情权，只要医生获得

与个案诊疗相关的重要信息，就应当向病人披露，

不能取代病人作出判断，否则就可能引发医疗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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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在美国，涉及病人自治的许多诉讼，都源于医

生未能公开医疗信息；如果因医生未公开医疗信

息而导致病人遭到损害，就将引发职业过失诉讼。

当然，强调医生披露医疗信息的义务，并不是让

医生成为医疗信息的机械提供者，不加区分地向

病人告知所有信息。实践中，医生应当基于病人

最佳利益原则，向病人提供医疗决策所需的重要

信息。 

在知情权基础上，病人对是否采取特定的医

疗措施具有同意的权利。对于手术和其他侵入性

的检查、治疗措施，因其可能影响病人的隐私、健

康乃至生命，应当保障病人的同意权。侵权法理

论认为，病人自治首先涉及身体安全利益，禁止

未经同意的身体接触；由于医疗行为涉及身体接

触，如果未经病人同意，就可能构成人身侵犯。不

过，许多医疗措施并不涉及身体接触，同时，医生

也可能选择不涉及身体接触的医疗措施，因此，

以身体接触为前提的侵权法理论存在局限性。鉴

于病人自主权涵摄生命、健康、隐私和人格尊严

等基本权利，因此，当医疗措施影响病人的相关

基本权利时，都应当征得病人的同意。 

同时，病人的同意权，并不限于对医疗措施表

示同意，也应包括拒绝医疗措施。基于积极权利

与消极权利的区分，病人自主权首先涉及的是消

极权利，即，拒绝医疗措施的权利。根据普通法，

个体拥有免受未经同意的侵犯身体完整的行为的

权利，这一规则在医疗领域体现为病人拒绝医疗

的权利。例如，美国 1990 年《病人自主决定法》

规定，病人有权拒绝特定的医疗措施。冰岛 1997

年《病人权利法》第 8 条明确规定了病人拒绝医

疗的权利。尽管我国《医师法》第 25条并未明确

提及病人拒绝医疗的权利，但这应被视为同意权

的应有之意。 

3.病人的医疗方案选择权 

知情同意原则是病人自治的基本原则，但该

原则存在一定的局限。就我国 2021 年《医师法》

第 25条规定而言，医生的披露义务限于手术、特

殊检查、特殊治疗等特定的风险情形，并未完全

从病人自治角度规定信息披露要求。对于一般治

疗措施，不变更治疗措施的长期持续医疗，以及

未采取治疗措施等情形，医生可以选择不披露有

关信息。但实际上，这些情形下的信息披露，对病

人利益也有重要影响。鉴于知情同意原则侧重保

障消极权利，对积极权利关注不足，病人自主权

还应包括更高层面的要求，即，病人对医疗方案

的选择权。 

现代医疗技术快速发展，为病人提供了更多

选择空间。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医疗方案、医

疗手段，病人都可以根据个体偏好和自身情况作

出选择。在知情同意原则基础上，病人的医疗方

案选择权意味着，医生应当向病人提出可供选择

的医疗方案，确保病人作出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

医疗决策。实际上，传统的医生主导型医疗模式

也涉及医疗方案的选择，但这种选择通常是由医

生基于自身的偏好乃至利益作出。鉴此，如果说

知情同意原则是对医生提出的新要求，那么，病

人的医疗方案选择权只不过是将此前由医生掌控

的权利交还病人而已。 

如果医疗方案系病人自主作出选择，那么，病

人就需要对最终的医疗风险和结果承担责任。在

理想的情况下，医生建议的医疗方案得到病人认

可，医患双方形成高度共识，在医疗过程中不会

产生纠纷。不过，由于病人和医生的偏好、利益等

存在差异，很可能出现医生建议与病人意见的分

歧。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中国医师道德

准则》指出，应当坚持患者至上原则，建立相互尊

重的合作式医患关系。具体言之，医生应当尊重

病人的医疗偏好，基于病人自治和最佳利益原则

提供医疗方案。 

二、临终自治与尊严死亡法律制度演进 

人口老龄化与重症、绝症频发等因素叠加，导

致病人临终自治不仅成为医疗领域的突出问题，

还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不合理、高强度的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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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占据大量医疗卫生资源，加剧了医疗卫生服

务系统和家庭的负担。从病人自治立场出发，所

涉权利越重要，个体自治需求越强烈。因牵涉生

命安全和生命尊严，临终自治是病人自治体系中

最重要的自治，也是最需要法律保障的自治。对

病人临终自治的保障，无法回避尊严死亡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保障病

人的尊严死亡权益。 

（一）自杀禁令的悖论及其松解 

在一些西方国家，基于神学信条，禁止自杀具

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法律还将自杀规定为犯罪。

自杀禁令的目的在于维护生命的神圣性或不可侵

犯性，但问题是，抛开神学信条，站在个体自治立

场，自杀禁令的正当性难免遭到质疑。同时，自杀

禁令存在固有的悖论，即，那些想要自杀且有能

力自杀的人，并不会因法律制裁而退步。 

如果认同生命权是基本权利，就理应将之纳

入个体自治范畴。从国际人权公约角度看，国家

对生命权的法律保障，主要是保护个体生命免受

专断性的剥夺。谋杀固然应当禁止，但自杀与谋

杀存在实质性差异。同时，死亡问题涉及复杂的

社会、道德和政治考量，相应的社会观念始终处

于流变之中。如果社会观念不再反对自杀，就不

应继续将之纳入刑法规制。特别是对于临终病人，

如果其基于个体自治，希望结束痛苦而又没有意

义的生命，此类行为显然不宜纳入刑法禁止的范

畴。 

破除自杀禁令，并不是纵容自杀。基于趋利避

害心理，自杀的非犯罪化，并不会导致人们随意

选择自杀。相反，通过刑法宽泛地禁止自杀以及

协助自杀，主要影响的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自杀的

临终病人。因此，自杀禁令看似符合维护生命的

国家利益，实际上可能走得太远，乃至不当剥夺

个体自治的基本权利。在个体自治理念影响下，

英国、加拿大等国陆续在刑法中废除了自杀罪，

自杀禁令开始松解。 

我国刑法并未将自杀规定为犯罪，不存在自

杀禁令的法律束缚，但自杀的观念禁忌仍然存在。

这种观念禁忌，与传统中国对死亡的禁忌紧密相

关，使得社会各界对尊严死亡讳莫如深。近年来，

伴随社会结构深层变化，自杀以及相关的法律和

社会因素，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破除自杀

的法律和观念禁忌，是尊严死亡法律制度发展的

关键所在。 

（二）善终权利与拒绝无效医疗 

现代医疗技术不仅提高了抢救成效，还可以

借助医疗设施人为地延长人的生命。但对临终病

人而言，无论是采取侵入性抢救措施，还是使用

延命医疗设备，都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并

且难以恢复健康的生命。这些看似“起死回生”

的医疗措施只能延缓死亡过程，实际上可被归入

无效医疗之列，因此，临终病人有权拒绝过度抢

救措施，有权拒绝或者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究其

实质，病人有权避免承受过多的痛苦而辞世，善

终应该属于病人的一种权利。 

在仍然实行自杀禁令的一些国家，例如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从病人临终尊严角度，努力在病人

自治和自杀禁令之间寻求平衡。反对自杀和协助

自杀，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哲学、法律和社会遗产；

通常认为，与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相关的个体

自治权并不包括终止自身生命的权利。不过，联

邦最高法院在 1990 年 Cruzan v. Director, 

Missouri Departmentof Health案中指出，个体

基于宪法保护的自由，有权拒绝未经同意的医疗

措施（主要是指延命医疗措施），这一原则可以从

该院先前的判决中推导出来。为了维系自杀禁令，

联邦最高法院对自杀和拒绝延命医疗措施进行了

法律甄别，认为后者只是拒绝医疗措施，而非终

止生命。不过，通过个案甄别限缩自杀禁令的适

用，容易沦为权宜之计，也难以满足社会理性预

期。鉴此，美国一些州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拒绝延

命医疗措施的合法性。例如，1979 年华盛顿州通

过的《自然死亡法》规定，在病人指示下撤除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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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措施，并不构成自杀。类似地，1983年加州

通过的《自然死亡法》规定，临终病人可以设立预

立医疗决定，在死亡迫近时撤除延命医疗措施。 

相比之下，对于没有自杀禁令束缚的国家，例

如韩国，法律重视对教唆、协助自杀等情形的干

预。韩国《刑法》除规定教唆、帮助自杀罪，还规

定了受（被害人）嘱托、承诺（被害人）杀人罪，

但对此类罪行的处罚轻于普通杀人罪。此种背景

下，如果医生撤除延命医疗措施，就可能面临刑

事追诉风险。为保障临终病人自主权，韩国 2016

年通过了《关于临终关怀、缓和医疗以及临终病

人的延命医疗决定的法案》，对于癌症、艾滋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肝硬化以及其他保健福祉

部规定的疾病的临终病人，如果对治愈性治疗不

反应并且快速进入临终期，本人在清醒时通过文

件表明不接受延命治疗，或者两名以上家属证明

病人曾表示不接受延命治疗，且有两名医生予以

确认，即可对其停止延命治疗。这部法律明确提

及“治愈性治疗不反应”，将无效医疗作为临终

病人终止延命医疗措施的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亚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权

利法，我国台湾地区 2016年“病人自主权利法”

允许特定病人对延命医疗措施作出抉择，以消极

安乐死的方式，让病人在死亡边缘时，免于无效

医疗，有尊严地逝去。这部法律旨在保障的临终

病人善终权，既包括依病人意愿，放弃造成痛苦

或丧失尊严的积极治疗处置，也应包括病人有权

选择对病情无益，却能减轻痛苦的缓和医疗措施。

不难发现，病人临终自治与尊严死亡紧密相关，

体现出对无效医疗的抵制，并致力于维系善终权

利。 

（三）安乐死的合法化及其规制 

伴随自杀的去犯罪化，以及病人自主权（特别

是临终病人善终权利）的确立，安乐死的合法化

问题凸显出来。与自杀相比，因涉及第三人介入，

安乐死的自愿性面临强迫风险。例如，病人原本

不愿安乐死，但被他人强迫自杀，这与自愿自杀

存在本质区别。围绕安乐死的法律争议，关注的

不仅是维护生命的不可侵犯性，还涉及安乐死滥

用的风险。 

有效规制强迫风险，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前提。

荷兰率先推进安乐死合法化，除得益于宗教宽容

理念外，更重要的是法律界认为，安乐死属于病

人自治范畴，为避免立法禁止和实践默许的混乱

状态，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透明化的法律规制。

在重大案件推动下，荷兰政府和皇家医疗协会公

布了医生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医生遵循有关条件

将免遭起诉。1990年，雷米林克委员会针对安乐

死实践进行专项调查，结果并未显示存在滥用情

形。2001年，荷兰议会通过了《依申请终止生命

和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开启了安乐死合法

化的先声。此后，比利时、加拿大魁北克省、美国

加利福尼亚等州、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新西兰

和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陆续推进安乐死合法化。 

相比之下，由于美国联邦法律禁止协助自杀，

联邦最高法院不得不审慎甄别协助自杀与撤除延

命医疗措施，但这种做法难以避免法律禁令与实

践默许的困境。一项针对 2000名医生的调查发现，

约有 18%的医生愿意违反法律，向病人开具致死的

药物或者给病人注射致命药物。实际上，如果医

生和病人对使用药物协助自杀的做法达成共识，

由此导致的病人死亡并不会被执法机构知悉；即

便执法机构知悉协助自杀的情形，检察官也较少

启动追诉程序。鉴此，与其教条地反对自杀和协

助自杀，不如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致力于避免

自杀和协助自杀的滥用风险。 

虽然同属普通法系国家，加拿大从病人自治

角度出发，破除了自杀和协助自杀的法律禁令，

形成了更加理性、包容的尊严死亡法律哲学。1972

年，加拿大废除了禁止自杀的刑法规定，迈出了

破除自杀禁令的关键一步。不过，对于协助自杀

行为，加拿大《刑法》第 241（b）条仍然将之规

定为可指控犯罪。同时，加拿大《刑法》第 14条

规定，任何人不得同意他人导致自己死亡的行为。



336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随后，禁止协助自杀的法律规定遭到挑战，但在

1993 年 Rodriguez v. British Columbia

（Attorney General）案中，加拿大最高法院认

为，禁止协助自杀的法律规定符合宪法。 

随着病人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加拿大最高

法院在 2015 年 Carter v. Canada （Attorney 

General）案中认定，刑法第 241（b）条和第 14

条违反《加拿大宪章》第 7 条的规定；对于适格

成年人明确同意终止生命，并因处于严重和不可

救治的医疗状态（包括疾病或残疾），遭受无法忍

受的痛苦的情形，刑法禁止医生协助死亡的有关

规定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据此，那些患有严重疾

病，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病人，可以寻求在医

生协助下自杀。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看来，刑法禁

止协助自杀的规定，剥夺了个体对身体完整和医

疗措施的决定权，侵犯了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

违反了基本公正原则。在废除自杀禁令 40余年后，

加拿大最终废除了协助自杀的法律禁令。加拿大

以宪法权利为基础，确立了尊严死亡的正当性依

据，这是法律和司法理念的巨大进步。 

基于上述分析，从松解自杀禁令，到允许撤除

延命医疗措施，再到允许医生协助终止生命，是

尊严死亡法律制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尽管发

端于一般意义上的病人自治，但尊严死亡主要关

注的是临终自治。从规范意义上讲，尊严死亡法

律制度是在适用对象、条件和程序等方面具有严

格限定的制度安排。同时，在病人自主权的权利

体系基础上，尊严死亡还包含一些特殊的权利要

素。 

三、尊严死亡法律制度的自治权利框架 

病人的临终自治，除涉及对病情和医疗方案

等的知情权外，关键在于临终医疗方案的同意和

选择。对于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并且深陷病痛之

中的临终病人，由于无法维系有尊严的生命，他

们渴求的是满足尊严死亡需求的医疗方案。如果

临终病人拒绝无效医疗，选择尊严死亡，就可以

主张以下自治权利：一是拒绝侵入性过度抢救措

施；二是拒绝或撤除延命医疗措施；三是选择安

宁疗护医疗方案；四是选择医生协助终止生命。 

（一）拒绝侵入性过度抢救措施 

对于住院治疗的临终病人，如果死亡确已进

入不可逆阶段，动辄采取侵入性过度抢救措施，

非但于病人无益，反而徒增痛苦。有人可能认为，

避免过度抢救与医生急救义务存在矛盾，但实际

上并非如此。我国 2021 年《医师法》第 27 条第

1款规定，对需紧急救治的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

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这一规定

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生命具有抢救希望、需要紧

急救治的病人。相比之下，对于濒危的临终病人，

绝大多数抢救都不能救治病人生命，只是短暂地

延缓死亡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避免过度抢救，并不等于

随意放弃救治。受医疗技术、病情等因素影响，临

终病人的抢救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不能不加

区分地放弃抢救。不过，基于对病情的理性评估，

如果侵入性抢救措施明显无法奏效，还会给病人

带来极大的痛苦，就需要征得病人同意。2002年

《欧洲病人权利宪章》第 11条专门规定了避免不

必要的痛苦的权利，即，任何个体，在疾病任何阶

段，都有权利要求尽可能避免痛苦。我国 2019年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 54条规定，医

疗卫生人员应当遵循医学科学规律，......不得

对患者实施过度医疗。该条规定的禁止过度医疗

原则，应当包括避免给病人带来痛苦的侵入性过

度抢救措施。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

规定，在特定情況下，临终病人拥有不接受心肺

复苏术的权利；依照“病人自主权法”，对于临

终病人设立预立医疗决定的情形，可以依其预立

医疗决定终止、解除或不施行急救。类似地，在美

国重症急救领域，对于加护病房中的病人，医院

会主动询问是否愿意放弃心肺复苏术。尽管我国

《医师法》等法律并未对临终抢救措施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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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于病人自主权，对于侵入性抢救措施，应当

征得病人同意，并赋予病人拒绝侵入性过度抢救

措施的权利。 

（二）拒绝或撤除延命医疗措施 

病人拒绝医疗权的突出体现，就是拒绝或撤

除延命医疗措施。无论一国是否实行自杀禁令，

当前的趋势是尊重病人善终权益，赋予病人拒绝

或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的权利。基于这一权利，在

病人同意的前提下，或者对于病人缺乏同意能力

的情形，根据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病人可以拒绝

采取延命医疗措施，也可以撤除延命医疗措施。 

由于延命医疗措施的撤除通常需要医生协助，

因此，赋予病人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的权利，可以

免除医生的法律风险。例如，丹麦 1998年《病人

权利法》第 16 条第 1项规定，临终病人可以拒绝

只为推迟死亡的医疗措施。挪威 1999年《病人权

利法》第 4 章第 9 条第 2 项规定，临终病人可以

拒绝延命医疗措施。冰岛 1997 年《病人权利法》

第 24条第 1款规定，如果病人明确表示拒绝延命

医疗措施，医生应当尊重病人的决定。我国台湾

地区“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赋予临终病人拒绝延

命医疗措施的自主权，同时免除了医生救助义务，

医生因尊重病人的临终自主权而阻却违法。我国

《医师法》等法律并未规定临终病人拒绝或撤除

延命医疗措施的权利，这使得病人家属或者医生

在撤除延命医疗措施时，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基

于病人的拒绝医疗权，有必要赋予病人拒绝或撤

除延命医疗措施的权利，解决病人家属和医生面

临的法律困境。 

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的对象，并不限于临终病

人。伴随医疗技术发展，许多过去被诊断为不治

之症的重症病人，不再面临迫近的死亡威胁，而

是借助延命医疗措施成为慢性病人。此种情况下，

如果将撤除医疗措施的对象限定为临终病人，可

能会影响病人自治。鉴此，我国台湾地区“病人

自主权法”第 14 条第 1 项规定，除临终病人外，

如病人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永久植物人状

态，极重度失智，或者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病

人疾病状况或痛苦难以忍受、疾病无法治愈且依

当时医疗水准无其他合适解决方案等条件者，可

以根据预立医疗决定，拒绝延命医疗措施或人工

喂食。这一立法模式充分考虑延命医疗措施对病

人自治的影响，值得积极借鉴。 

（三）选择临终安宁疗护方案 

临终病人为缓解疼痛等症状，通常需要向医

疗机构寻求帮助，安宁疗护服务应运而生。安宁

疗护不以治愈为目标，而是在临终病人治愈无望

时，通过使用镇静药物缓解病人遭受的难以忍受

的痛苦。丹麦 1998 年《病人权利法》第 16 条第

3项规定，为减轻病痛，临终病人可以使用止痛药、

镇静剂或类似药物，即便会加速死亡。相比之下，

安乐死不是治疗措施，也不是为了缓解病人痛苦，

而是通过使用致命药物终止病人的生命。在安乐

死合法化的国家，例如荷兰，安宁疗护被视为常

规医疗措施，或者说是安乐死的辅助措施。在安

乐死尚未合法化的国家，安宁疗护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作为安乐死的替代措施。 

安宁疗护不以治愈为目标，因此在适用对象

上具有严格限定。例如，美国 Medicare安宁疗护

服务的准入标准规定，一是病人放弃原发疾病治

愈性治疗；二是两名专科医生诊断为末期疾病，

若按疾病自然进程病人预期寿命 6 个月或更短。

又如，我国台湾地区“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

对于因严重伤病，经医生诊断无法痊愈、难以避

免近期内死亡的临终病人，可以选择安宁缓和医

疗，不施行无效的心肺复苏术或撤除无效的延命

医疗。 

2017年，我国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印发《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

将安宁疗护的适用对象确定为疾病终末期病人。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宁疗护制度类似，我国安

宁疗护中心的职责是通过在临终前控制痛苦和不

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照护和人

文关怀等服务，帮助病人舒适、安详、有尊严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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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病人临终自治，有必要明确安宁疗护的法

律定位，赋予病人选择临终安宁疗护方案的权利。

这方面，英国的临终疗护制度具有一定特色。 

2010年，英国政府针对临终疗护制定病人选

择方案，并成立临终疗护选择项目委员会。该委

员会在 2015年发布的报告中提出，每个人都可以

与医护人员交流后，理性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临

终疗护方式。报告建议，每个人基于自身偏好选

择特定的临终疗护方式后，可以将之记录在个人

医疗计划之中，并录入电子化的安宁疗护协调系

统。为实现个性化的安宁疗护方案，英国卫生部

推动地方政府完善个人卫生预算，满足个体的临

终疗护选择权，包括组建社区卫生和社会护理团

队，明确行为指引，建立临终疗护机构，优化医院

科室和自愿者组织，以及为临终疗护医护人员提

供培训等。 

借鉴英国经验，我国有必要逐步建立系统的

临终疗护法律制度。对于符合安宁疗护条件的病

人，医生可以告知其拥有安宁疗护方案的选择权，

并告知安宁疗护的属性、方案以及相应的后果。

同时，为规范安宁疗护措施的适用，有必要建立

安宁疗护措施与常规诊疗的衔接机制。对于接受

安宁疗护的病人，如果经安宁疗护医生和专科医

生诊断，病人病情好转，能够继续进行治愈性治

疗，或者病人改变意愿，选择重新接受治愈性治

疗，那么，病人可以随时从安宁疗护阶段转出，接

受专科疾病常规诊疗。 

（四）选择医生协助终止生命 

对于那些没有救治希望、遭受无法忍受的痛

苦的临终病人，在医生协助下有尊严地离世，可

能更加符合自身的最佳利益。这就涉及临终病人

的最终选择权，即，在医生协助下终止生命的权

利。与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类似，医生协助病人终

止生命，面临遭受刑事追究的风险，因此，需要由

法律作出明确授权。如果法律并未将安乐死作为

合法的选择，就将损害那些希望通过安乐死获得

解脱的临终病人的尊严，反之，如果通过法律改

革允许安乐死，就可以维系临终病人的尊严。 

从医疗角度看，医生协助病人终止生命，主要

包括两种情形，即，医生直接通过注射药物等方

式结束病人生命，以及医生开具致命药物，由病

人自主结束生命。荷兰 2001年《依申请终止生命

和协助自杀（审查程序）法》一并规定了上述两种

情形。不过，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其他国家，法律确

立了不同的尊严死亡模式。比利时、卢森堡等国

允许医生通过注射药物或其他方式结束病人生命。

比利时还区分末期病人与非末期病人的安乐死程

序。对于末期病人，经过两名医师的评估允许，即

可在家庭医师的协助下，在医院或自家注射或口

服过量麻醉药剂，几分钟内进入睡眠以致死亡；

对于非末期病人，则需要在两名医师之外，还需

经过一名精神科医师评估允许，并在一个月的缓

冲期后仍不改求死意愿，才能执行安乐死。 

尊严死亡所涉的上述权利，可以通过两种立

法模式予以确认。一种模式是秉承开放的立法理

念，将各项权利作为并行的制度安排，一并通过

尊严死亡立法予以确认。另一种模式是坚持保守

的立法理念，将各项权利作为递进的制度安排，

分阶段完善尊严死亡立法。鉴于我国对尊严死亡

问题尚有较大争议，递进式的立法模式可能更加

符合实际。 

四、临终自治难题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 

尊严死亡所涉的各项权利，需要病人在充分

知情前提下，作出自治的理性决策。但是，对于失

能病人等特殊群体，因其欠缺决策能力，故无法

自主选择医疗方案。同时，受制于医疗程序、心理

压力等因素影响，病人可能缺乏对尊严死亡作出

理性决策的实质能力。面对临终自治难题，有必

要确立病人最佳利益原则，并以之为基础构建系

统的尊严死亡法律制度。 

（一）病人的临终自治难题 

1.失能病人的决策能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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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失能病人等特殊群体，因欠缺决策能力，

通常只能由家属或者医生代为作出医疗决策。然

而，他人代为作出的医疗决策，可能并不符合甚

至违背病人的意愿。为解决失能病人的决策困境，

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了预立医疗决定的制度安排。

例如，美国 1990年《病人自主决定法》第 2条规

定，病人有权设立当其失去行为能力时与医疗措

施有关的预立医疗决定。英国 2019年《精神能力

（修正）法》第 24条规定，病人有权设立预立医

疗决定，针对随后发生的特定情形，由医护人员

采取或者持续适用特定的治疗措施；或者当其丧

失同意采取或者持续适用特定的医疗措施的能力

时，不再采取或者持续适用该措施。 

预立医疗决定可以通过指示的方式，写明病

人选择的医疗方案，包括拒绝侵入性过度抢救、

拒绝或者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等内容。因尊严死亡

所涉的权利至关重要，需要对包含该类事项的预

立医疗决定提出严格的程序要求。英国 2019 年

《精神能力（修正）法》第 25条规定，预立医疗

决定并不适用于延命医疗措施，除非：（a）当事

人通过声明对该决定予以确认，即便生命面临危

险，该决定也适用于特定的医疗措施；（b）有关

决定和声明满足特定的形式要求，即，通过书面

方式作出，由当事人或其他人在当事人在场并由

当事人指示的情况下签署，签名在证人见证下由

当事人签署或者认可，证人签名或者在当事人见

证下认可其签名。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 2016

年“病人自主权法”第 9 条设立了更为严格的预

立医疗决定设立程序，具体包括：一是经医疗机

构提供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并经其在预立医疗决

定上核章证明；二是经公证人公证，或完全行为

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场见证；三是经注记于全民健

康保险凭证。尽管严格的预立医疗决定设立程序

立意良善，但如程式过于繁琐，加上欠缺简化配

套措施，也可能会影响病人设立预立医疗决定的

意愿。 

对于涉及尊严死亡事项的预立医疗决定，有

关的指示内容应当具体、明确，写明相关的医疗

措施及适用情形，否则就将影响其有效性。英国

2019年《精神能力（修正）法》第 25条规定，如

果特定医疗措施不是预立医疗决定专门提到的措

施，或者预立医疗决定所列情形并不具备，就不

能适用该预立医疗决定。我国台湾地区 2016 年

“病人自主权法”第 9 条规定，预立医疗决定的

内容、范围与程式依法授权主管机关订立。由于

有关内容应当具体到何种程度并不清楚，这一规

定可能会在实践中影响实施效果。鉴此，对于涉

及尊严死亡事项的预立医疗决定，应当向病人说

明尊严死亡所涉的各项权利，并详细写明相应的

医疗方案。 

尽管指示型预立医疗决定是病人自治的重要

保障，但如果将之径行视为病人自主意愿，也可

能存在一定风险。首先，病人在设立预立医疗决

定时可能并不具备行为能力。基于荷兰安乐死审

查委员会的功能性能力评估框架，多数患有老年

痴呆症的病人都没有能力作出与医疗有关的决定，

此类病人设立预立医疗决定的能力值得质疑。其

次，病人可能在设立预立医疗决定后改变先前意

愿，或者作出与预立医疗决定不一致的意思表示。

鉴此，美国 1990年《病人自主决定法》第 2条规

定，医院应当定期审查病人是否执行预立医疗决

定，并记录个人医疗意愿。英国 2019年《精神能

力（修正）法》第 25条规定，如果病人在具有行

为能力时撤回决定，或者根据预立医疗决定作出

后制作的委托书，允许受托人同意或者拒绝预立

医疗决定所涉的治疗措施，或者病人的行为明显

与预立医疗决定不一致，预立医疗决定不具有效

力。对于预立医疗决定的效力存在争议的情形，

可考虑由法院进行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裁决。此外，

随着医疗技术快速发展，原本无法治愈的疾病可

能被新型医疗手段攻克。换言之，预立医疗决定

所涉的情形可能发生改变。此种情况下，病人先

前设立的预立医疗决定可能并不符合其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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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此，英国 2019年《精神能力（修正）法》第 25

条规定，如果有合理根据认为，存在病人设立预

立医疗决定时并未预见的情形，一旦病人预见该

情形，就会影响其所作出的预立医疗决定，那么，

预立医疗决定就不再适用。伴随病人的病情和医

疗情势变更，需要基于病人最佳利益原则，评估

先前设立的预立医疗决定是否继续适用。 

除设立指示型预立医疗决定外，病人还可以

在预立医疗决定中指定医疗决定代理人。这种代

理型预立医疗决定兼具病人自主与替代决定的双

重属性。例如，美国 1990 年《病人自主决定法》

第 2 条规定，病人可以指定代理人代表自己作出

医疗决策。我国台湾地区“病人自治法”第 10条

规定，病人可以指定医疗委任代理人。作为病人

自治的延伸，医疗决定代理人不能不当考虑自身

利益，也不能损害病人利益。 

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由医疗决定代理人作出

相应的医疗决定，视为病人作出的决定。为确保

这种替代判断的正当性，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

38 篇第 17.32节规定，由代理人代表缺乏决策能

力的病人作出的决策，必须基于其对病人意愿的

认知。在 Cruzan v. Director 案中，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指出，要求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的决定，必

须基于病人先前的明确意愿，同时，失能病人的

明确意愿必须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予以证明。

为解决替代判断与病人意愿之间的紧张关系，实

践中逐渐出现指示型和代理型预立医疗决定的融

合，即，医疗决定代理人在作出医疗决定时应当

遵循病人作出的医疗指示。但如前所述，即便存

在病人指示，医疗决定代理人仍然面临指示不明、

情势变更等问题。 

2.病人临终自治的理性局限 

临终自治事关生命抉择，为确保决策质量，病

人应当全面获悉病情、诊断结论等信息，准确理

解医疗方案的风险和替代方案，并据此作出合乎

医学理性的医疗决定。然而，受制于医疗告知义

务的形式化、疾病导致的心理压力和潜在利益冲

突等因素影响，即便病人具有行为能力，其理性

决策也面临诸多局限。 

一是医疗告知义务的形式化，使病人难以准

确理解医疗信息。在现代医疗体系中，重症诊治

趋于程式化，病人的医疗知情权取决于医生的告

知方式。我国《医师法》第 25条规定了医生的告

知义务，但是，告知范围、内容和方式等存在较大

裁量空间。无论是专业的检测报告，还是包含医

学术语的诊治信息，病人都很难真正理解。有的

医生以简单告知、书面告知替代详细解释，并未

确保病人真正理解医疗信息，使得告知义务的履

行流于形式。对于抢救措施、拒绝或撤除延命医

疗措施以及安宁疗护方案等事项，一旦医疗信息

告知的准确性不足，病人势必难以作出合理的医

疗决策。 

二是疾病导致的心理压力，对病人的医疗决

策存在消极影响。临终病人面对疾病困扰，通常

会经历否认期、愤怒期、商讨期、犹豫期及接受期

等心理阶段。心理干预有助于改善临终病人的不

适心理反应，提高病人对治疗的配合程度。然而，

目前的临床护理存在重视生理护理，忽视心理护

理的问题。在临终医疗领域，心理护理和干预不

足，可能会使病人在心理压力下丧失理性决策能

力，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我国《医师法》第 25

条规定，对于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

的情形，不宜向病人说明的，应当向病人的近亲

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尽管这种做法可以

避免增加病人心理压力，有利于病人配合医疗，

但并不完全契合病人自治的要求。同时，由病人

近亲属代为行使自治权，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 

三是病人与家属的潜在利益冲突，可能扭曲

病人的医疗决策。基于我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对

于临终病人接受医疗诊治的情形，积极参与医疗

决策的主体，往往都是病人家属，而非病人本人。

对于病人没有实质能力作出医疗决策的情形，家

属有助于帮助其作出决策。不过，家属参与或者

主导病人的医疗决策，也可能会干预病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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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病人及其家属对医疗方案的判断可能并不

契合。家属认为对病人有利的医疗方案，例如采

取侵入性抢救措施或延命医疗措施，可能对病人

并不有利。个别情况下，病人家属可能基于私利，

说服或者强迫病人接受不符合自身偏好和利益的

医疗方案。 

（二）最佳利益原则与尊严死亡法治 

病人自治并非盲目自主，而是尊重医学专业

判断，符合病人最佳利益的理性自治。最佳利益

原则作为知情同意原则的补充，对于缓解医患矛

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981年世

界医学会关于病人权利的《里斯本宣言》指出，医

生应当以病人最佳利益为圭臬；应当依照病人最

佳利益，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传统上认为，当病

人缺乏法律上的决策能力时，才需要基于病人最

佳利益作出相应的医疗决策。但实际上，最佳利

益原则作为病人自主权的安全阀，以及医疗决策

中最合理、最客观、最公平的准则，不仅适用于法

律上欠缺自主决策能力的失能病人，而且应当适

用于医学上缺乏理性决策能力的普通病人。在医

事法领域确立最佳利益原则，并将之作为临终自

治的原则基础，有助于从根本上证成和完善尊严

死亡法律制度。 

1.最佳利益原则的价值定位 

传统医疗伦理的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等，是

病人最佳利益原则的基础。在普通法国家，最佳

利益原则被视为针对失能病人作出决策的重要原

则。当病人没有设立预立医疗决定，也没有证据

推断病人的医疗偏好时，美国司法领域将病人最

佳利益作为替代判断的最后手段。鉴于个体通常

会追求自身的最佳利益，如果善意的决策者站在

病人最佳利益的立场上作出决定，就可以视为符

合病人的医疗偏好。 

关于最佳利益原则的价值定位，英国法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在 1995年一项针对精神失能问题

的报告中，英国法律委员会专门强调最佳利益原

则，并认为最佳利益原则整合了替代判断的因素。

基于实践需要，英国 2005年《精神能力法》引入

了最佳利益原则，该法第 1 条第 5 项规定，代表

缺乏行为能力的人作出的行为或者决定，必须符

合其最佳利益。在 Re P （Statutory Will）

[2009]EWHC 163 案件中，法院指出，2005年《精

神能力法》的出台，标志着法律对待失能人员的

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代表失能人员作出

的任何决定都必须立足于最佳利益原则；最佳利

益原则并非“替代判断”标准（即，确定失能人

员原本希望作出的决定），而是基于失能人员最

佳利益的客观标准作出相应的决定。这意味着，

基于传统自治原则作出决策，主要适用决策主体

的主观标准，但当决策主体失去行为能力时，就

将转而适用最佳利益原则的客观标准。 

基于前文分析，对于普通病人作出的尊严死

亡决策，如果决策的合理性面临质疑，也需要接

受最佳利益原则的检验。在 1990 年的一起案件中，

英国上议院指出，最佳利益原则是所有涉及个体

福利的决策的检验标准，该原则不只是为了避免

忽视当事人的利益，而是要求仔细地、全面地考

虑当事人的个体利益。尽管针对失能病人的决策

是最佳利益原则的主要适用场域，对于病人自治

面临妨碍的其他情形，也可将最佳利益原则作为

病人决策合理性的评估标准。 

2.病人最佳利益的认定规则 

最佳利益原则作为客观标准，需要确立可供

遵循的实践规则。英国 2005年《精神能力法》确

定了病人最佳利益的认定规则，这些规则包含的

基本要素以及指标体系，值得积极借鉴。 

第一，病人的最佳利益不能随意加以推断，而

是应当依据相关规则加以认定。英国 2005年《精

神能力法》第 4条第（1）项规定，在确定个体的

最佳利益时，决策者不能仅仅基于该人的年龄或

者外表作出决定，也不能基于那些可能导致对其

最佳利益作出不公正假定的某一行为表现。这一

禁止性规定作为负面清单，旨在避免专断地推定

病人的最佳利益。同时，该法第 4条第（2）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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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决策者必须考虑所有相关的情形，并且遵循

特定的步骤。这意味着，病人最佳利益的认定，必

须综合考虑相应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第二，注重核实病人的决策能力，保障病人的

决策参与权。最佳利益原则的适用，以病人欠缺

理性决策能力为前提。鉴此，英国 2005年《精神

能力法》第 4条第（3）项规定，决策者必须考察，

（a）当事人是否可能在某些时候有能力对特定事

项作出决定；（b）如果情况显示其具有此种能力，

那么，其在何时能够作出决定。如果病人具有理

性决策能力，并未显示出法律上或者医学上的决

策能力缺陷，就将排除最佳利益原则的适用。同

时，为避免最佳利益原则的适用引发争议，应当

优先保障病人自治。英国 2005 年《精神能力法》

第 4条第（4）项规定，决策者必须尽可能地允许

和鼓励当事人全面参与，或者提高能力参与任何

为其作出的行为或者对其有影响的决定。 

第三，病人最佳利益的判断应当建立在对病

人医疗偏好的探究基础之上。作为病人自治的补

充，最佳利益原则的适用不能无视病人主观意愿，

而是应当尽可能探究病人的医疗偏好。英国 2005

年《精神能力法》第 4条第（6）项规定，决策者

必须尽可能地考察以下事项：（a）当事人过去和

现在的意愿与情感（特别是当事人在具有行为能

力时撰写的任何相关的书面陈述）；（b）假定当

事人具有行为能力，那些可能影响其决定的信念

和价值；（c）假定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其可能

考察的其他因素。该条规定确立了以病人偏好为

宗旨的最佳利益评估参数，既包括病人曾经明确

表示的意愿和情感等主观偏好，也包括据以判断

病人主观偏好的信念和价值等因素。 

第四，对病人医疗偏好的探究，应当全面咨询

与病人关系密切的人员。病人的家属、朋友和医

疗决定代理人与病人的关系比较紧密，对病人的

医疗偏好具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应当作为探究病

人医疗偏好的重要信源。英国 2005年《精神能力

法》第 4 条第（7）项规定，为了确定当事人的最

佳利益，决策者必须尽可能地咨询相关人员的意

见，包括：（a）当事人指定的针对相关问题进行

咨询的人员；（b）参与看护当事人或者关注当事

人利益的人员；（c）当事人批准的授权书所列的

受托人；（d）法院为当事人指定的代理人。即便

病人已经设立预立医疗决定，当预立医疗决定存

在争议时，对相关人员的咨询也有助于核实病人

的医疗偏好，进而评估预立医疗决定的效力。 

最后，对病人最佳利益的认定，不得意图损害

病人利益。在涉及尊严死亡的情形，对病人最佳

利益的探究，可能涉及撤除延命医疗措施或者安

乐 死 。 在 Airedale NHS Trust v. Bland 

[1993]AC789 案件中，法院指出，病人最佳利益既

包括恢复健康或避免痛苦，也包括有尊严的死亡。

不过，鉴于尊严死亡关系重大，涉及该问题的最

佳利益判断应当极为审慎，特别是不能基于损害

病人利益的意图。对此，英国 2005年《精神能力

法》第 4条第（5）项规定，对于涉及延命医疗措

施的决定，决策者在决定该措施是否符合当事人

的最佳利益时，不得意图导致当事人死亡。这一

规定并非反对尊严死亡，只是强调最佳利益的判

断应当以维护病人利益及其医疗偏好为依归。 

在 Re M [2009]EWHC 2525（Fam）案件中，法

院提出了最佳利益原则适用的三项要求：一是英

国 2005年《精神能力法》第 4条所列的各项因素

并无位阶关系，最终取决于法院对失能人员的最

佳利益作出的司法评估；二是各项因素具有的分

量，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三是在具体个案中，

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因素发挥主导作用，影响甚

至决定司法评估的结论。由于医疗决策通常取决

于病人的医疗偏好，因此，没有绝对客观的标准

据以评估病人的最佳利益。相应地，法院对病人

最佳利益的评估，往往更加关注病人的医疗偏好，

因为病人的主观偏好相对容易查明。这意味着，

最佳利益的判断不仅涉及医疗因素，即负责任的

医疗意见，也包括情感和心理等医疗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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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病人医疗偏好的认定，病人的意愿和情

感是应当密切关注的重要因素。在评估病人的意

愿和情感具有的分量时，应当根据英国 2005 年

《精神能力法》第 4条第（2）项的规定，综合考

虑所有相关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①失能人员

的失能程度；②失能人员表达的观点的力度和一

致性；③如果失能人员知晓自身的意愿和情感未

被考虑，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④失能人员的意

愿和情感的合理性、明智性、负责性以及实践中

的可执行性程度；⑤如果认可失能人员的意愿和

情感，相应的决定与法院对其最佳利益的司法评

估的契合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

代理人，有权代其作出医疗决策。法律通常推定，

父母致力于维护子女的最佳利益。尽管父母并非

拥有绝对的和无需审查的裁量权，他们仍然保留

着实质性的决策权。实践中，法院可以基于未成

年人的最佳利益改变其父母代为作出的决策，但

不能仅仅以自身能够作出更优决策为由侵犯父母

的决策权。 

3.临终病人最佳利益的保障 

为维护临终病人的最佳利益，既要认同尊严

死亡理念，在法律上确立尊严死亡的各项权利，

也要基于最佳利益的认定规则，加强最佳利益的

程序保障。 

第一，完善临终医疗告知程序，促使病人作出

理性决策。1979年《欧洲医院病人权利宪章》指

出，向病人披露信息，应当以病人最佳利益为指

针。基于知情同意原则，临终病人应当拥有对病

情、医疗方案等事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尽管有

些特殊检查、特殊治疗可能不宜向病人说明，但

对于尊严死亡的各项权利，例如拒绝侵入性过度

抢救措施，或者拒绝或撤除延命医疗措施等，应

当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病人作出明确告知。为

确保病人理解尊严死亡的各项权利，医生的说明

必须达到使之明了的程度，不仅要如实告知，还

要解答其咨询。为提高尊严死亡的认知度和认可

度，可考虑在医院的知情同意书中增加尊严死亡

的各项权利，引导临终病人作出理性的医疗决策。 

第二，完善预立医疗决定制度，建立临终医疗

决策的犹豫期。临终病人可以设立预立医疗决定，

选择临终医疗方案，避免无效医疗、过度医疗等

情形。为减少预立医疗决定可能面临的争议，病

人应当作出具体、明确的医疗指示，写明相关的

医疗措施及适用情形，并且可以设立医疗决定代

理人。由于尊严死亡事关重大，特别是对于安乐

死措施，有必要设立一定的临终医疗决策犹豫期。

根据比利时的安乐死法律制度，对于非末期病人，

需要在一个月缓冲期后仍不改求死意愿，才能执

行安乐死。通过设立临终医疗决策犹豫期，能够

确保病人理性评估先前作出的医疗决策，维系尊

严死亡法律制度的正当性。 

第三，规范代理医疗决策制度，完善替代判断

的最佳利益标准。代理医疗决策作为病人自治的

延伸，不能违背病人的医疗意愿和偏好。美国《联

邦法规汇编》第 38篇第 17.32节规定，对于缺乏

决策能力的病人，可以由代理决策者代表病人作

出同意，该决策必须基于其对病人意愿的认知；

替代判断，或者在病人的价值观和意愿不明确的

情况下，由代理决策者作出的医疗决策，必须立

足于病人的最佳利益。英国 2005 年《精神能力法》

确定的病人最佳利益认定规则，对此作出了更为

系统的制度安排。实践中，医疗决策代理人应当

按照病人的真实意愿，或者当病人的真实意愿不

明时，按照病人最佳利益作出医疗决策。如果医

疗决策代理人违反上述要求，医生应当拒绝其所

作出的医疗决策，并寻求伦理委员会或者法院的

决定。需要指出的是，医生对治疗方案的均衡考

虑，可能与医疗决策代理人并不相同。这种认识

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剥夺医疗决策代理人的代理权

限，医生可以说服医疗决策代理人基于病人最佳

利益原则重新评估相关因素。尽管如此，医疗决

策代理人拥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只有当其超出裁

量范围，滥用裁量权时，医生才有必要予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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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善司法介入干预标准，加强病人最佳

利益的司法保障。病人最佳利益的认定，需要均

衡考虑各种指标，通过规范的程序探究病人的医

疗偏好，并体现医疗决策的合理性。基于这种综

合评估方法得出的医疗决策，可能在实践中存在

认识分歧。例如，医生认为特定医疗方案对病人

最为有利，但病人家属可能表示反对。同时，病人

家属或者医疗决定代理人作出的医疗决策可能不

符合病人最佳利益，医生对此提出质疑。如果临

终医疗决策面临争议，必要时可以寻求司法机关

介入干预。司法机关应当对病人的自治决策能力

进行审查，评估病人理解自身决定的风险、收益

和替代方案的能力，以及为自身决定提供合理根

据的能力；对于其他主体代为作出的医疗决策，

司法机关应当基于最佳利益原则，对特定医疗决

策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并作出符合病人最佳利益

的裁决。 

五、结语 

伴随医患关系由医生主导向病人自治的转变，

如何确保病人临终自治，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法

律议题和民生问题。基于尊严死亡理念，有必要

理性看待病人的善终权益，充分尊重临终病人的

自治权利。面对病人临终自治难题，需要基于病

人最佳利益原则，构建系统化的尊严死亡法律制

度。早先的《希波克拉底誓词》提到：“我会考虑

病人的利益，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致命的药物。”

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这一誓词的内容已经修改完

善，更加强调人权和自由的要素。诚然，医生需要

均衡缓解病人痛苦的义务和维持病人生命的义务，

不过，基于人格尊严和个体自治等理念，生命一

词的含义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如何界定

生命，决定了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对于临终病人，

避免无效医疗、过度医疗侵蚀生命尊严，可能比

人为延续痛苦而无意义的生命更加契合病人的最

佳利益。

汪洋 | 民法典时代习惯法源的适用——以“顶盆过继案”为样本 

2022-07-17   民法九人行  清华大学 汪洋 

https://mp.weixin.qq.com/s/FRpcHHynMsCpDYKb48u47g 

汪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 4期 

摘要：“顶盆过继案”是我国近年来以民间

继承习惯作为裁判依据的经典案例。在前民法典

时代的国家法层面，原告有权依继承权获得房屋

所有权，但依赠与合同主张获得房屋所有权的请

求受诉讼时效限制。“顶盆发丧”与“顶盆过继”

作为传统文化中丧礼以及宗祧继承的体现，当代

仍以民间风俗的方式存在，该习惯并未违反法律

的强制性规范以及公序良俗，应产生强效果，即

由被告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遗留房产，作为

第二顺位继承人的原告无法获得遗产。本案若不

适用习惯，也可通过房屋折抵被告花费的丧葬费

用或原被告之间存在附义务的房屋赠与合同关系

等方式达到类似的法律效果。民法典增设兄弟姐

妹子女的代位继承，因此原被告都作为第二顺位

继承人，成立共同继承关系，对房屋共同共有，原

告可主张分割遗产，不再适用“顶盆过继”这一

习惯法源。 

关键词：顶盆过继案；习惯；法源；继承；民

法典 

一、“顶盆过继案”：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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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12 月 1 日，青岛市李沧区石家村居

民石君昌病逝，因他的妻子儿女相继因病去世，

父母和其中的两个哥哥也都已经过世（其共有三

个哥哥，还有一个哥哥石坊昌在世），起初找到石

坊昌之子为其完成“顶盆”一事，但均不愿意。

家族中的老人只能在其近亲属里找个后辈来为其

“顶盆发丧”。按照习俗，若找不到人“顶盆”，

死者就不能发丧。“顶盆”的本家后辈等于过继

给了死者，死者的所有家产均归“顶盆者”继承。

后经协商，石君昌的侄子，即二哥之子石忠雪最

终被选定且同意“顶盆”。死者入土为安后，石

忠雪一家住进了石君昌的房子，并在那里完成婚

事，并于每年祭日拜祭石君昌。入住八年中没有

第三人提及房屋产权的归属，也没有发生任何争

执。但当房屋拆迁时，按照拆迁标准，此房可以领

取三十余万元拆迁款。此时石君昌三哥石坊昌拿

出了一份 1997年 3月石君昌赠与房子给他的公证

书，主张石君昌病逝之前已将该房子过户给他。

石坊昌说，当时是看到侄子石忠雪结婚后一直没

钱盖新房，于是他把房子借给石忠雪一家暂住。

石坊昌认为，在法律上，他是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2005年 9月，石坊昌以非法侵占为由向青岛市李

沧区人民法院起诉，将石忠雪告上法庭，请求依

法确认自己和石君昌之间的赠与合同有效，并判

令被告立即腾出房屋。在诉讼中，石忠雪提出了

自己“顶盆”过继的事实，但这个说法被石坊昌

一口否认，石坊昌认为“顶盆”不能作为继子。 

2005 年 12 月，李沧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

判决：驳回原告石坊昌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

认为，本案中赠与合同的权利义务相对人仅为石

坊昌与石君昌，原告以确认该赠与合同有效作为

诉讼请求，其起诉的对方当事人应为石君昌。因

此，原告以此起诉石忠雪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

持。被告石忠雪是因农村习俗为死者石君昌戴孝

发丧而得以入住其遗留的房屋，至今已达八年之

久；原告在死者去世之前已持有这份公证书，但

从未向被告主张过该项权利，说明他是知道“顶

盆发丧”的事实的，因此被告并未非法侵占上述

房屋。“顶盆发丧”虽然是一种民间风俗，但并

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法律不应强制地

去干涉它。因此，原告主张被告立即腾房的诉讼

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之后，原告石坊昌

不服，提出上诉。2006年 3月，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本案判决的依据主要有三个：一是石坊昌起

诉的对象错误，法院因此避开了被迫从法律上认

定赠与合同内容的真实性及其效力问题；二是已

经超过了“民事权利应该在两年之内主张”的诉

讼时效期限；三是法院充分考虑了“顶盆发丧”

的民间习俗，对这种并不违反法律的传统风俗给

予了一定的尊重。 

二、前民法典时代“顶盆过继案”规范层面的争点 

（一）路径一：基于继承权而获得房屋 

关于原告石坊昌对死者石君昌的财产是否享

有继承权的争议，石君昌病逝时，其父母子女以

及配偶都已过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 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

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

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因

此，石君昌不存在第一顺位继承人。从案件事实

概况中可知，石君昌有三位兄长，大哥与二哥也

已经先于石君昌去世，只剩下三哥石坊昌。因此，

石坊昌根据继承法第 10条的规定，作为石君昌唯

一的第二顺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石君昌的遗产。 

关于原告石坊昌是否放弃继承权的争议，《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 25条规定：“继承开始

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

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受

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

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

放弃受遗赠。”由此可知，放弃需于继承开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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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分割前作出，是对继承既得权的处分。有观

点认为，石坊昌在石君昌死后，从他对弟弟的后

事不管不问这一行为中可以推出，他并未履行其

作为法定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应尽的义务，在事实

上他已经放弃了法定继承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 47条的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

应当以书面形式向其他继承人表示。用口头方式

表示放弃继承，本人承认，或有其它充分证据证

明的，也应当认定其有效。”因此，放弃继承的意

思表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或有充分证据证明的口

头形式作出，而不能通过行为这一默示形式作出。

原告石坊昌并未放弃继承权。 

关于被告石忠雪是否享有国家法层面继承权

的争议，我国现行法并未承认宗祧继承，继承法

的规范对象限于财产继承关系，且立嗣传统与现

代法上的收养是目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 10条的规定：“本

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

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已经失效的 1984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 38条规定，“过继子女与过继父

母形成扶养关系的，即为养子女，互有继承权；如

系封建性的过继、立嗣，没有形成扶养关系的，不

能享有继承权”。因此，国家法层面并未明确承

认只是打幡送葬而未曾共同生活、毫无抚养关系

的嗣子享有继承权。被告石忠雪在“顶盆”过继

之前，没有与石君昌形成扶养关系，他们之间不

是继父与继子的关系，石忠雪对石君昌不享有继

承法层面的继承权。 

（二）路径二：基于赠与合同而获得房屋 

原告石坊昌是否可以主张依赠与合同获得房

屋所有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石坊昌主张

石君昌在生前与其订立案涉房屋的赠与合同并公

证，发起赠与合同效力确认之诉，但由于赠与合

同的相对人为石君昌而非石忠雪，法院并未支持

他的诉请。在赠与的实体法律关系层面，根据涉

案相关人员的陈述，石君昌当初的本意并不是想

把房子赠给石坊昌，而是因为石君昌当年在青岛

四方机车车辆厂工作，住的地方离单位较远，他

想向单位申请一间宿舍，但是厂里规定，只要家

里有住房，不得向单位申请宿舍。为了能瞒过单

位，他便找一个亲戚，以公证的方式把房子赠送

给他，等单位宿舍申请下来后，再取消公证。 

无论石君昌将房屋“赠与”石坊昌的经济目

的为何，在法律上，只要不违反强制性规范及公

序良俗、未被认定为通谋虚伪或恶意串通损害第

三人利益等，该经公证的赠与合同应当认定为成

立并生效。但该赠与合同在石君昌生前并未履行，

因此房屋所有权没有发生移转。 

石坊昌在石君昌去世后没有主张受赠人的权

利，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一是石君昌除

了争议的这所房屋外没有其他值钱的遗产，且房

屋还是“凶宅”，石君昌的儿子、女儿、妻子、自

己先后病死在这所屋内，村里人认为风水不好；

二是石君昌的丧事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如若主

张的话，他则需要承担石君昌后事料理的责任；

三是当时石坊昌拥有几处房屋，对于这一处房屋

并不在乎。 

赠与合同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原则上可以作

为继承标的，即遗产，由继承人承受相应的权利

和义务。因此，若原告石坊昌成为死者石君昌唯

一的继承人，则赠与合同的赠与人和受赠人发生

主体混同，该赠与合同关系消灭。若原告石坊昌

不是继承人或者不是唯一的继承人，则有权请求

继承人继续履行该赠与合同。由此可见，原告石

坊昌提出的基于赠与合同取得房屋或者基于唯一

法定继承人身份而取得房屋两项证据，逻辑上是

相悖的，只能取其一。 

基于赠与合同享有的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限

制。依民法总则第 188 条的规定：普通诉讼时效

期间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石忠雪“顶盆发

丧”取得全村人的赞扬和认可，由此可见，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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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坊昌对于石忠雪一家迁入石君昌房屋的行为持

默认态度，至少也是知情的。八年过后，无论是适

用案件事发时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还是

民法总则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基于赠与合同所

享有的交付受赠房屋请求权都已经罹于时效。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92 条的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

义务的抗辩。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

履行的，不得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

务人已自愿履行的，不得请求返还。”因此，罹于

时效产生了相对人的抗辩权，若认定被告石忠雪

基于习惯获得继承人身份，其主张罹于时效抗辩

即可，原告石坊昌发起确认之诉已经不存在确实

的诉讼利益，法院应予以驳回。 

三、“顶盆过继案”中继承习惯的司法适用 

（一）民间习惯的法源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0 条规定：

“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

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作

为我国民法典中的“法源条款”，第 10条的核心

价值突出表现为习惯从过去合同法、物权法等部

门法中的零散规定上升为总则中的一般性法源，

这是我国民法典开放性的重要体现，对于中国这

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具有

重要意义。习惯是某群体或社会的低限度共识，

共识的实现源于其内容的可遵守性。作为内生于

社会的自控型秩序，人们遵守习惯，并非因习惯

具有外在的法律约束力和强制力，而是基于社会

的合作与交往，习惯能自我维持和扩展，甚至内

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习惯不但是一种较好

的替代方案，还容易获得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的

可接受性。因此，以民间习惯作为事实替代的规

范基础，就是在当事人甚至其他主体之间寻求可

接受性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机

制，含有一定的协商和交涉过程。 

尽管作为法源得到认可，但习惯在现代社会

中普遍出现了空洞化现象，适用范围受到了严格

限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立法的调整对

象日益庞杂，调整程度愈加详尽，传统由习惯调

整的事项多被纳入法律直接规制的范畴，留给习

惯适用的空间大大缩减；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变

迁日新月异，传统习惯做法未必符合新时代普遍

的情感和认知。《大清民律草案》在“亲属”“继

承”编中保留的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到民国时

立法者已然感到“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极

感困难”。有学者便指出，若人们背离传统上被

赋予很多期待的习惯法，对此不必感到遗憾。在

成文法未作出调整的领域，对判例和一般性法原

则进行评价的精细方法，更适合作为获取法律解

决方案的主宰。以致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什么

全国性的习惯，“君不见这么多民法专家写教材，

谈到习惯法的时候，都免不了援引 50年代最高人

民法院西南分院关于适用赘婿可以继承岳父母的

习惯法的批复。我们找到的习惯法就这么多！” 

习惯要成为裁判依据，须经合法性判断，即不

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在法源分

量上，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具有“不可推翻的

规范拘束力”，这也是满足“依法裁判”的必要

条件。公序良俗从民族共同的道德感中抽象而成，

通过对法律行为进行内容审查，限制其效力，并

派生禁止性规范。审查的是权利本身而非权利的

行使，悖俗习惯因具有较强的反社会性而无效，

公序良俗原则的目的就在于否定不当权利。如果

与公序良俗相悖的习惯成为法源，会导致体系悖

反，将产生损害法秩序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我

们也可以把公序良俗看作全社会范围内所形成的

普遍共识，是一种通行于全社会范围的“习惯

法”。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在裁判中引入习惯时，

就强调了习惯与公序良俗的结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

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08]36 号）规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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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风俗习惯中的积极因素进行广泛深入的收集

整理与研究，使其转化为有效的司法裁判资源。

要重视善良民俗习惯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促进新农村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坚持合法性、

合理性、正当性、普遍性原则，认真考虑农民一般

道德评价标准、法律认知程度和是非判断的基本

准则，将农村善良风俗习惯作为法律规范的有益

补充，积极稳妥地审理、执行好相关案件，确保涉

农审判、执行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二）中国丧礼文化中“顶盆过继”的传统

习惯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法律的

核心。礼是“礼仪”“礼制”“礼义”的综合，大

体可以分为行为之礼、制度之礼和观念之礼三个

维度。“顶盆发丧”涉及“丧礼”这一礼的重要

方面；“顶盆过继”则与“宗祧继承”这一古代

宗法制度相关。丧礼侧重于“礼仪”“礼义”，

《礼记·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

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

《汉书·礼乐志》曰，人性“有哀死思远之情，为

制丧祭之礼……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

死忘先者众……”《孟子·离娄下》曰：“养生者，

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可见，儒

家倡导礼以丧为重，所谓厚葬以奉躯体，重祭以

奉精神。在古人的人生观中，死后有人为之主丧、

主祭说明后继有人，保证死后仍有所享。 

宗祧继承则侧重于“礼制”“礼义”。秦朝

以后，宗法原则转化为宗祧继承存在，集祭祀继

承、身份继承与财产继承为一体，必然采取法定

继承方式。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

嗣。所谓立嗣，是指当事人在没有符合立嫡条件

的亲生子孙时，择立继承人以延续香火。立嗣，即

近亲过继，作为续绝手段，是防止户绝的一种补

救办法。立嗣十分讲究次序，“凡子孙无嗣者，以

亲兄弟次子承继。若亲兄弟无可继者，于堂兄弟

之子继之。由亲及疏，以次而继，不许变乱宗法”。

由此可知，立嗣对象为同宗近支卑亲属，以血缘

亲疏为本，辈分相当，异姓不得立嗣。立嗣既包括

被继承人生前择定继承人的行为，也包括立继以

及命继，前者指被继承人死后由其寡妻为其择立

继承人，后者指夫妻都已死亡，由丈夫的近亲尊

长为之择立继承人。本案中的“顶盆过继”就属

于命继行为。在传统中国，立嗣关系一经成立，嗣

子就取得了被继承人的宗祧继承权及其家庭财产

权，同时承担相应义务，与被继承人的亲生子孙

无异。 

宗祧继承作为封建宗法制度，在国家法层面

已被抛弃。但是，“顶盆发丧”与“顶盆过继”

的民间习俗，作为“礼”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乡土社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得到了较为持续

而广泛的实施，立嗣等行为短时间内并不会消失。

山东东阿县习惯，亲亡故，长子于行柩时摔一瓦

盆，其底钻孔，父一母三，谓之摔漏盆；临朐县习

惯，无子者未及立嗣而死，出殡之日谁将柩前烧

纸之盆顶出，亲友即认为其人有承继权。通常情

形下，“摔盆”“顶盆”之子侄纵使最后未经宗

族指立为嗣，亦能分得若干“户绝”财产。因此，

争继者竞相“顶盆”“摔盆”“打幡”之事时有

发生。如果去世的老人没有子女的话，一般要在

叔伯兄弟的孩子中找出一个人作为嗣子，由其来

摔盆，这个风俗因而也叫“顶盆过继”：“顶盆”

即为逝者发丧；“过继”为继承逝者的宗祧、财

产，在现代社会仅产生财产继承的效果。 

“顶盆发丧”作为一种民间风俗，并未违反

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非落后迷信的封建遗毒，

其文化内涵是“慎终追远”的价值追求。由同宗

晚辈“顶盆”过继而继承财产，一方面体现“慎

终”的观念，被继承人身后有所托付，得享祭祀；

另一方面又保证被继承人的财产不至失散，既具

有文化价值又具有社会意义，没有与社会主流的

伦理观和道德观相抵牾，也没有违背法律职业共

同体的职业共识。因此，在国家实证法未明确予

以认可的情况下，借由法官于个案中，以之定分

止争，不失为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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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顶盆过继”作为习惯法源的具体适

用 

习惯作为人们生活交往中实际遵守的行为规

则，具体内容是预先明确的，为行为划定的界限

是清晰的。如果某一习惯并不具备行为规则的属

性，则不应将其纳入法源范畴。而且习惯既然被

普遍认可，说明社会成员具有“承认、服从”这

一规则的主观意识，换言之，以习惯处理民事纠

纷，对各方不属于“事后立法”。然而与商事习

惯相比，固有法中传统习惯的内容有时并不明晰，

不能提供足够精细的规则来调整发生在现代的纠

纷。例如在“顶盆过继案”中，如果石君昌的三

个侄子均要求“顶盆”，该如何处理？尤其值得

探讨的是，“顶盆过继”这一习惯在现代法规范

层面的法律效果，是让嗣子或继子获得正式的法

定继承人地位，再按继承法第 10 条的继承顺位进

行法定继承；还是习惯法源的效力最多赋予嗣子

或继子继承权，却不足以剥夺其他法定继承人依

法律所享有的继承权，嗣子或继子仅仅可以作为

共同继承人参与其他继承人，如配偶或兄弟姐妹

的继承过程中？在本案中，若依前者的强效果方

案，则石忠雪与石君昌之间形成父母子女关系，

石忠雪成为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此时作为第

二顺位的石坊昌无法继承遗产；若依后者的弱效

果方案，则石忠雪作为继承人与石坊昌构成共同

继承关系，两人处于同一顺位。 

笔者认为，从立嗣这一传统的制度目的观察，

立嗣是在没有亲生子孙的前提下，择立继承人以

取得被继承人的继承权及其家庭财产权，同时承

担相应义务，与被继承人的亲生子孙无异。因此，

对应到现行继承法规范层面，应将嗣子或继子与

享有继承权的亲生子女或养子女同等对待，并不

要求相互之间形成相互扶养关系。或者说，立嗣

本身并不包含扶养功能。因此，笔者赞同“顶盆

过继”习惯应产生强效果，石忠雪成为第一顺位

继承人，由此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的石坊昌无法

依继承人身份获得遗产。 

习惯的适用不能违反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

在本案中，国家法未针对“顶盆过继”行为作出

明文规定，不存在违反强制性规范的问题。“顶

盆过继”习惯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石君昌八年前

去世时按照家族规矩，应该由其唯一的亲哥哥石

坊昌来主持料理后事。石坊昌可以让两个儿子中

的一个给石君昌“顶盆发丧”，可是石坊昌的儿

子却因石君昌仅有的一处房产被视为“凶宅”而

拒绝“顶盆”，对石君昌的后事不管不问。唯有

石忠雪“眼看四叔的灵柩停放在家中已经多日，

想起四叔一家平日里对自己的关照，再加上自己

眼下还没有自己的房子”，通过命继行为以继子

的身份为四叔“顶盆发丧”，依照传统礼法得到

石君昌遗留下来的房子。“石君昌终于入土为安，

石忠雪为四叔‘顶盆发丧’一时间也在村里被传

为佳话。”可见，“顶盆过继”非但不违背公序

良俗原则，反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善

良风俗。主审该案的韩雪梅法官便表示：“……我

觉得顶盆发丧虽然是一种民间的风俗，但是它并

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所以法律不应该强

制地去干涉它，来破坏已经形成的社会的稳定

性。” 而原告石坊昌没想到，当初只值几千元的

房子八年后身价倍增，光拆迁补偿款就值三十多

万元，并因此将石忠雪告上法庭。石坊昌先不顾

“兄爱弟悌”之礼义，不担当起“近亲尊长为之

择立继承人”的道德义务，而任由亲弟弟石君昌

“户绝”。后因房价倍增而“眈眈其产”，蓄意

“混争于定继经分之后，驾捏游词”，石坊昌的

行为才是违反了传统礼法和善良风俗。 

综上所述，被告石忠雪以“顶盆过继”方式

继承石君昌遗留的房产，构成民法总则第 10条中

的“习惯”，且不违反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

应认定石忠雪依“顶盆过继”习惯成为石君昌的

第一顺位继承人，此时作为第二顺位的石坊昌无

法继承遗产。 

（四）排除习惯适用后其他可能的救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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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本案不依习惯认定被告石忠雪享有继承

权，能否适用无因管理处理本案？《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第 121 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

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

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

用。”在本案中，被告石忠雪本无法定或约定义

务为石君昌发丧及料理后事，但石忠雪通过“顶

盆过继”的形式，为四叔石君昌举办了丧事，而

且支付了必要的丧葬费用。丧葬费的性质颇有争

议，我国多数学者认为，若被继承人死后没有负

担法定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则丧葬费为被继承人

的个人债务，且属于继承费用优先受偿；若存在

负担法定扶养义务的继承人，依公序良俗，被继

承人生养死葬是该继承人应尽的义务，丧葬费不

属于继承费用，而是继承人应负担的个人债务。

在本案中，虽然石君昌的妻子儿女均因病先后去

世，留下患病的石君昌一人，除了房屋之外也没

有留下其他有价值的遗产，满足了“没有劳动能

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条件，但根据案情无法推

出石坊昌是由石君昌扶养长大的事实。因此，石

坊昌对石君昌之间不存在婚姻法第 29 条规定的

兄弟姐妹之间的法定扶养义务，石忠雪针对石坊

昌不成立无因管理关系。 

如果认定本案中的丧葬费为继承费用，则应

从遗产中优先受偿，鉴于石君昌死后遗留下的唯

一财产就是那套所谓的“凶宅”，按照当年的价

值等因素估算，房产价值并不大，将其折抵为石

忠雪花费的丧葬费用，符合遗产债务清偿的法理。

且该继承费用的清偿，不受石坊昌是否成为法定

继承人的影响。 

另外，法官还注意到，石坊昌曾在石君昌丧事

上说过：谁发丧，这房子就是谁的。有学者认为，

可以把这句话看作一个附条件的口头赠与合同，

即首先承认石坊昌根据法定继承取得石君昌的房

屋，然后承认石忠雪办理石君昌的丧事属于承诺

且使得合同所附条件成就，赠与合同发生相应的

法律效果，石忠雪有权基于赠与合同要求石坊昌

交付房屋并移转登记。石忠雪全家搬进房屋居住

而石坊昌知情且未提出异议，可视为已经交付房

屋。笔者认为，将该赠与合同界定为附义务的赠

与更为适宜，在本案中，石忠雪办理丧事很显然

属于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根据合同法第 186

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具有救

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

不适用前款规定”。因此，石坊昌不享有赠与合

同的任意撤销权，依据物权法第 29 条与第 31 条

的规定，石忠雪有权要求石坊昌配合完成该房屋

的移转登记义务。 

四、民法典时代“顶盆过继案”的裁判法理 

（一）民法典增设兄弟姐妹子女的代位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28 条规定：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

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被继承人

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

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该条

在继承法第 11条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完善。继承法

规定的代位继承制度中，被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

继承人的子女，代位继承人仅限于被继承人子女

的直系晚辈血亲。虽然该规定保障了遗产向被继

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流转，但是我国三十多年的

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大量家庭只有一个子女，虽然

目前已经放开了二孩政策，但基于结婚年龄不断

推后等各种原因，年轻一代的生育欲望并不强烈，

中国家庭普遍呈现倒金字塔型结构，与代位继承

立法时的社会背景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法定继

承人的范围狭窄，不利于遗产的流转，容易导致

遗产因无人继承而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因此，

有必要扩大被代位继承人的范围。 

被代位继承人的范围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

否则容易导致遗产分配给与被继承人情感联系不

密切的人，使遗产过多地向较远的旁系扩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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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兄弟姐妹是与被继承人关系最近的旁系

血亲，兄弟姐妹从小共同生活多年，具有深厚的

情感基础，在一定情况下还能尽扶养扶助义务，

而兄弟姐妹的子女，即被继承人的侄子女、甥子

女，与被继承人在血缘和情感上有较为紧密的联

系，现实生活中对于无子女的叔伯姑舅姨，基于

对养老送终的考虑，往往由其侄子女、甥子女给

予精神慰藉与生活帮助，让侄子女、甥子女继承

遗产符合遗产向晚辈流传的原则，也符合我国民

间侄子女、甥子女继承的传统。基于上述原因，民

法典将兄弟姐妹纳入被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兄弟

姐妹的子女在代位继承时是以第二顺序继承人的

身份参与继承，相当于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可以保障私有财产在血缘家族内部的流转，减少

产生无人继承的状况，同时促进亲属关系的发展，

鼓励亲属间相互扶助。 

在“顶盆过继案”中，石君昌病逝时父母、妻

子、儿女已经相继因病去世，因此不存在第一顺

位继承人。三个哥哥中有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原

告石坊昌作为石君昌的哥哥仍然在世，被告石忠

雪为石君昌的侄子，即二哥之子。因此，依据民法

典第 1127 条的规定，石坊昌是第二顺位继承人；

依据民法典第 1128条第 2款的规定，石忠雪代位

其父亲也成为第二顺位继承人，而无须借道民间

习俗方能获得继承人身份。石坊昌与石忠雪之间

成立共同继承关系。 

（二）共同继承关系下的遗产分割 

原告石坊昌是否可以主张被告石忠雪交还房

屋？根据案情描述，石忠雪入住房屋后，“收拾

房子时，在衣柜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土地证，还

有这个房产证、土地证，还有这个宅基地的公证

书，收拾出来了就把它放起来了，一直保管着”。

可见，本案所涉房屋产权尚未变更登记至原告或

被告名下，如果依民法典承认原告与被告属于共

同继承人，石坊昌不能依继承恢复请求权主张石

忠雪交还房屋。继承恢复请求权是指发生继承权

侵害情形时，真正继承权人享有的继承权的救济

权。其成立要件包括无继承权的人已事实占有遗

产且占有无合法根据；遗产占有人否认真正继承

人的继承权；提出争执者须为真正继承人。 

对于共同继承而言，有必要区分物权变动的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因被继承人死亡引发，属

于民法典第 230条（物权法第 29 条）意义上的非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遗产由被继承人所有

移转为遗产继受人共同体共有。遗产清算完毕后，

第二个阶段的物权变动发生在遗产继受人之间，

依法或依据遗嘱上的意思表示对遗产进行分割，

裁判分割属于基于法律文书发生的物权变动，而

协议分割或遗嘱指定分割属于意定的物权变动，

自交付或登记时生效。 

在本案中，遗产并未分割，原告与被告对诉争

房屋的权利样态为共同共有。因此，本案的争点

就从继承纠纷转化为确认物权归属与分割物的纠

纷。但也有理论与裁判认为，继承纠纷并不限于

侵犯继承权而导致的继承恢复请求权，还包括遗

产长期未分配，若干年后请求遗产分配的类型。

还有观点认为，如继承开始后，只有部分继承人

占有遗产，基于主客观原因未分割，后占有人处

分了该遗产，其他继承人追究责任，常被认为是

侵权纠纷。导致继承之诉与遗产分割之诉不分的

根本原因是没有明确规定放弃继承权的期限，使

继承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不同性质的认定，时效适用也不相同，如确认

物权请求不受时效限制，但继承权纠纷适用时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 8 条规定：“继承

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

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需注意，该条未采抗辩权发生说，在民法典中被

删除。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

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 25

条明确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

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

条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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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

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

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 

综上所述，依民法典相关规范，原告石坊昌与

被告石忠雪是石君昌的共同继承人，在石君昌死

后，房屋并未过户到继承人名下，原告与被告对

房屋形成共同共有关系，原告可以向被告主张分

割遗产，该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摘编｜房绍坤、寇枫阳：民法典体系下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的返还进

路 

原创：2022-07-17   前进私法  前进私法 

https://mp.weixin.qq.com/s/rwXOQfmO3m8mcsE6Dvtp7g 

作者：房绍坤，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寇枫阳，吉林大学法学

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文刊登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年第 4期，因篇幅所限，注释已略。本文仅

做学习交流用途，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摘要：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于子女离婚时

要求返还的，理论和实践中有借名买房、夫妻共

同债务与夫妻双方赠与三种进路。第一种进路因

欠缺借名买房合意而不成立，或因背俗、恶意串

通而无效；第二种进路有悖于程序法的证明责任

分配体系，且偏离了实体法上夫妻共同债务制度

的功能；第三种进路完全忽视父母的利益，亦未

发挥民法典的内外部体系效应，但《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解释（一）》予以采纳。通过《民法典》合

同编与总则编规则的类型化适用，可以消解夫妻

双方赠与进路的不足。若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父

母可以通过行使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请求返还。

若已办理不动产登记，子女之配偶存在忘恩行为

时，父母可以通过行使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权请

求返还；不存在忘恩行为时，父母对子女之配偶

的赠与可视为附默示解除条件的赠与。该解除条

件不存在无效事由，且仅在因子女之配偶对婚姻

关系消灭具有可归责性时方能成就。 

一、问题的提出 

囿于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返还的规范供给不

足，加之我国离婚率逐年攀升，父母诉至法院请

求返还房屋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故而，在父母利

益与子女之配偶利益的权衡中，形成了借名买房、

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双方赠与三种返还进路。为

保护父母的合法权益，如何在婚姻家庭法回归民

法的背景下，从民法典体系中寻求妥适的返还进

路，需要借助解释学技术对现有返还进路加以检

讨、改良与类型化，从而促进“同案同判”。 

二、借名买房与夫妻共同债务进路：体系不合 

（一）借名买房进路及其否定 

1．借名买房合意的欠缺 

基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特殊性，房屋产权证的

持有和占有使用房屋的事实均不应作为考虑因素。

一方面，子女极易将房产证转交父母占有，亦易

产生伪造证据的问题；另一方面，父母为已婚子

女所购房屋一般用于子女及其配偶共同生活，而

无父母居住的客观事实存在，显然欠缺所谓“事

实上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之合意。在办理房屋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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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属登记时，子女及其配偶承诺的对象为赠与要

约，并非借名要约。 

2．借名买房合同效力的否定性评价 

 在经济适用房、单位福利房的借名合同效

力上，规范有序的房地产市场是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的重要一环，违反《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的借名买房合同会因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违背

国家宏观政策而无效。经济适用房和单位福利房

之外的借名买房合同，无论权属登记在一方或双

方名下，子女之配偶对购房和登记行为均无出名

之意。贸然肯定借名买房合同之效力，存在损害

子女配偶利益之虞。 

（二）夫妻共同债务进路及其弊端 

1．程序法上证明责任分配的体系悖反 

首先，从程序法上证明标准的体系来看，司法

实务上认为子女之配偶的赠与抗辩，应达到排除

合理怀疑的程度，显然与证明标准体系不合。 

其次，从实体法体系看证明责任的分配。第

一，《民法典》第 1062、1063 条明定婚内财产以

“共同共有为原则，个人所有为例外”，而“夫

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之限定，似表明其仅适

用于夫妻财产关系。第二，无论是婚前出资，还是

婚后出资，《婚姻法解释（二）》第 22条始终贯

彻个人或双方赠与的理念。 

2．实体法上对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功能的偏离 

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是存

在差别的，与债务人存在身份关系的债权人主张

权利时应充分举证，法院应严格审查。鉴于父母

子女关系的特殊性，对父母主张的债权更应严格

审查。 

三、夫妻双方赠与进路：分化与回归 

（一）夫妻双方赠与进路的分化 

 在“禁止拒绝裁判”的处境之下，司法实

务上将夫妻双方赠与进路分化为五种类型：目的

性赠与、附条件赠与、附义务赠与、撤销赠与和解

除赠与。在民事单行法时代，《婚姻法》及其司法

解释游离于民法体系之外，二者能否发生规范互

动的效果存在疑问。然而，法院为适用赠与合同

规则，在说理中将父母的赠与行为同身份关系联

结起来，反而使父母之赠与落入《合同法》第 2条

第 2 款的规范射程。若将之视为身份关系的赠与

协议，婚姻家庭纠纷将被排除在《合同法》适用范

围之外，无适用赠与合同规则之可能。 

（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规

范统合与体系回归 

1．《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29条

第 2款的立场与目的 

从文义与体系来看，《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第 29条第 2款第 1句新增约定优先的行

为指引，目的是倡导当事人提前订立合同，避免

离婚时争讼；第 2句后段一改《婚姻法解释（二）》

第 22条第 2款、《婚姻法解释（三）》第 7条的

原则例外规定，似摒弃后者以不动产登记作为权

属认定的依据，统一按第 1062条第 1款第 4项的

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澄清并否定借名买房关系、

夫妻共同债务关系。实则，无意中将父母为已婚

子女购房确定为纯粹夫妻双方赠与，明确否定父

母返还房屋的请求权。 

2．民法典内外体系效应的联动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夫妻财产制

分化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后者为与财产法的

衔接提供基础；另一方面，婚姻家庭中身份关系

的远近亲疏，导致提取公因式时只得“止步于构

成要件的初级相似性”。由此，在立法技术上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适用其他各编提供另一正

当理由。《民法典》通过双重引致性法条的设置，

将婚姻家庭编、合同编与总则编勾连起来。由此，

产生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得适用财产法规则的内

部体系效应. 

四、民法典体系下的返还进路之一： 

赠与之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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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办理不动产登记时的任意撤销 

1．占有移转不等于所有权移转 

依《民法典》第 658 条第 1 款，不动产登记

未完成的，房屋所有权并未移转，父母可撤销赠

与。不动产权属证书仅具“证权”作用，记载于

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变动的要件，所以已办理不

动产登记但未获取权属证书的，赠与不可撤销。

但是，即使受赠人已持有原房产证且居住多年，

如未办理转移登记，赠与人仍享有任意撤销权。 

2．父母的赠与不具道德义务性质 

其一，根据同类解释原则，道德义务性质的赠

与合同应具备《民法典》第 658 条第 2 款救灾、

扶贫、助残的公益性，以免范围过宽限制赠与人

的任意撤销权。其二，“依法不得撤销”中的“法”

应指《慈善法》，而该法第 3条“其他公益活动”

亦体现公益性赠与的不可任意撤销性。其三，道

德义务性质的赠与中的“道德义务”意指法定义

务之外的公益性义务，指道义关系。就此而言，父

母赠与房屋并非为了公益目的，父母对已婚子女

亦无法定抚养义务，行使任意撤销权不违背善良

风俗。 

（二）已办理不动产登记时的法定撤销 

《民法典》第 663 条第 1 款第 2 项的“扶养

义务”应作扩张解释，包括“抚养”和“赡养”，

婚姻家庭编未规定儿媳对公婆、女婿对岳父母的

赡养义务，故可排除第 2项之适用，仅有第 1、3

项的适用可能。 

1．受赠人忘恩行为撤销之可能 

我国忘恩行为中的“严重侵害”采纳宽松的

解释立场。鉴于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关系的特殊

性，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近姻亲之

间的“严重侵害”标准应较严格。就此而言，忘

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民法典》第 1091条的五种

情形。 

2．附义务赠与撤销之排除 

从我国及比较法的司法适用情况可知，关于

赠与所附赡养义务和结婚义务等与身份关系有关

的约定，似均采默示义务的意思表示解释方法。

应当注意，在父母赠与房屋的合同中，有疑义的

是意思表示的内容是否附义务，而非意思表示是

否存在，所以应采用意思表示解释的方法，默示

义务的解释方法存在混淆契约解释方法之嫌。 

将结婚作为赠与合同之义务不符当事人意思

和社会通念，显然违背公序良俗。结婚与赡养义

务之履行密不可分，只有与赠与人子女结婚方能

履行赡养义务，因此，将赡养作为赠与合同之义

务是干涉婚姻自由的另一表现。其法律后果为所

附义务无效，不得撤销赠与。 

五、民法典体系下的返还进路之二： 

赠与之失效 

（一）事实上习惯之发现：夫妻双方赠与的构

造差异 

父母通过购买房屋来表达对子女婚姻的祝愿，

基于血亲与姻亲的不同身份，似乎映射出父母赠

与的本质差异，这一点在子女离婚时更加凸显。

实践中法院在解释父母赠与房屋的意思表示时，

均从事实上的习惯出发，或虽未使用习惯二字，

但其内容表达了事实上习惯的意思，来说明父母

对子女及其配偶赠与的不同。 

（二）赠与目的不达能否解除 

该主张难谓有实证法依据。其一，身份关系变

动源于子女及其配偶发生身份关系的合意，与父

母的赠与无关。其二，合同成立后、义务履行完毕

前才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在房屋所有权已移转

的情况下，赠与合同关系消灭，遑论解除？其三，

我国《民法典》第 533 条增加“非商业风险”和

“继续履行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两个要件，

明显缩小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其四，法

律行为基础丧失理论多用于夫妻约定财产制中，

只有在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如“闪婚闪离”，

才应用至夫妻法定财产制。 

（三）解除条件成就之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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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附条件赠与的默示意思 

依据《民法典》第 140 条规定，父母赠与房

屋时无明示的意思表示，但可能存在默示乃至符

合当事人交易习惯的沉默意思。据此可以认定，

子女之配偶接受赠与时，存在默示的意思表示。

父母赠与房屋的行为中存在事实上的习惯，体现

了夫妻双方赠与的构造差异，同时成为众所周知

的事实。 

2．生效条件抑或解除条件？ 

父母赠与房屋虽不要求对价，但该给付与结

婚产生的身份关系有关，婚姻关系一旦消灭，父

母将收回赠与的房屋，这与父母赠与房屋的事实

上习惯相一致。父母在赠与房屋时不会期待，也

不会预料子女离婚的结果，法律不应忽视父母的

信赖保护。将促进子女婚姻关系稳定的目的上升

为法律行为的附款，则表现为房屋赠与以婚姻关

系消灭为解除条件。 

3．条件的有效性 

其一，父母的赠与有利于子女及其配偶婚姻

关系的稳定，符合《民法典》第 1043条建设和睦

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倡导性规定。通过默示意思拟

制的解除条件，也并未给子女之配偶带来不利益。

其二，是否维持婚姻关系属于子女之配偶的婚姻

自由和意思自治的范畴，完全取决于其单方意思，

属于纯粹随意条件，无论条件性质为何，均为有

效。其三，身份行为不许附条件与财产行为可以

附条件的二元对立，并不否定财产行为可以身份

行为作为条件。 

此外，应当对婚姻关系消灭的解除条件作目

的性限缩，即仅在子女之配偶对婚姻关系消灭存

在可归责性时，才得以成就。 

赵晓力 | 女儿也是传后人：从单系偏重到双系平等继嗣 

原创：2022-07-22   清华法学  赵晓力 

https://mp.weixin.qq.com/s/gNlp_6z0uA6sTXA5Iu8qEg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婚姻家庭，一些经济

发达、财产形态多样的地区发展出一种新的婚姻

家庭制度“两头婚”，又称为“并家婚”或“两

头走”等。一般说来，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

才实行“两头婚”，两家在婚前一般会达成共识，

小两口婚后至少要生育两个子女，一个子女随父

姓，一个子女随母姓，这样夫妻双方的姓氏都会

得到继承；两个家庭也不再通过嫁妆、彩礼这些

传统方式在上下代之间传递家产，而是在将来把

各自的家产传给随自己姓的孙辈；小两口婚后在

男方家庭和女方家庭都有居所，轮流居住，这样

双方的长辈可以更多、更方便地参与到孙辈的抚

育成长中，同时，也可以对两边的长辈进行同等

的孝养。 

“两头婚”是一种双直系继嗣的新型家庭，

2020 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45 条规

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

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

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照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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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规定，“两头婚”家庭就是一种“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这些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组成的双直系家

庭。只不过，在一些实行两头婚的家庭，外祖父母、

外孙子女这些称呼都废除了，孙辈将外祖父母也

称呼为爷爷奶奶，亲属称谓也从单系偏重变为双

系平等了。   

“两头婚”家庭出现的经济、社会条件，学术

界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本文不赘；本文试图

把“两头婚”的出现放到一百多年来我国婚姻家

庭法从单系偏重到双系平等的历史过程中，以追

寻其更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根源。 

一、作为社会契约的单系继嗣 

关于单系偏重继嗣，1948年，费孝通在《生

育制度》中提出了一个“社会契约”意义上的解

释。费孝通说，既然“人类的生殖是两性的，进入

生理抚育时是单系的，由母亲专任，但是为了社

会抚育的需要又确立了双系的家庭；从家庭里引

申出来的亲属却又成了单系偏重。从双到单，从

单到双，又从双到单”，那么，人类既可以按照生

殖或/和社会抚育的双系性建立双系社会继替制

度，也可以按照生理抚育或/和亲属制度的单系性

确定单系社会继替原则。那为什么大部分已知的

社会继替制度还是建立在单系亲属制度上的呢？   

费孝通认为，双系继替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

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可分割。不可能从父母双方

各分得一半的社会地位，又合并为完整的一个。

在财产继承上，动产可以双系继承，而不动产的

双系继承则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比如，从父亲这

边继承半间住宅，又从母亲这边继承半间住宅，

两个半间的住宅不可能凑合到一起使用。下一代

再如此双系继承，甚至会出现一个人拥有四处四

分之一间住宅的情形，更加不堪使用。农业社会

中的田产如果也是这样双系继承，“每家的农场

会零星细碎到不可设想的地步，甚至可以使农业

无法进行。……为便利起见，最好是由婚姻配偶一

方面不必带财产过来，若是全社会都一律如此，

不是等于大家分一半又受一半么？这个简单的办

法就是继替中的单系原则”。   

如果每一个家庭都生育一儿一女，那么无论

继承采用父系继替、从而婚姻采用妻从夫居（女

到男家），还是继承采用母系继替、从而婚姻采用

夫从妻居（男到女家），一个宏观上公平的单系继

替的社会契约，对每一个家庭也是公平的。但是

每个家庭都生育一儿一女不是一个现实的假设，

从而社会层面的公平和个体家庭层面的公平并不

一致；但即便能够通过某种生育控制或生育技术

做到每个家庭都生育一儿一女，每个家庭的公平

和每一个男女个体的公平也并不一致。   

在男女个体层面，“在父系社会中，女子的权

利并不从抚育她的父母手上得来，而须向她的配

偶的家中去承继”。这样一来，社会继替中的单

系原则和家庭抚育中的双系原则必然发生冲突。

女性从甲家得到抚育，却离开甲家去抚育乙家的

后代，并赡养乙的父母，这必然会使甲家产生“嫁

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的想法，导致甲家对女

儿抚育的动力不足；从乙家的角度看，媳妇本不

是乙家抚育长大的，和乙家本无感情，却要继承

乙家的家业，自然也会产生排斥的心理；从女性

自己的角度看，抚育自己的和自己要赡养的并非

同一对象，只抚育自己的后代、不赡养丈夫的父

母会成为从夫居女性的个体最优策略。   

据费孝通的观察，为了缓和单系社会继替和

双系家庭抚育的冲突，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发明了

一些补救性的做法，如女儿结婚时从父母那里得

到的嫁妆：“农村中固然很少把土地陪嫁给女儿

的，但是市镇上的离地地主，在不受土地经营的

限制时，土地也时常是嫁奁的一部分。”另一个

证据是贾宝玉—林黛玉式的姑表婚。“在江村通

行一种中表婚姻，甲家把女儿嫁到乙家，等女儿

生了女儿重又嫁到甲家去。甲家的财产和特权固

然并没有传给他的女儿。可是却传给了他们女儿

的女儿。这是隔代母系继替。”也就是说，贾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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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式的姑表婚，从婚姻制度看属于父方交

叉表亲婚，是汉人所实行的普遍外婚制中的内婚

制例外；而从继承制度看，则属于隔代母系继替，

是父系继替中的母系继替补充。   

陪嫁土地当然只能是有地阶级的做法。但对

于穷人来说，缓和单系社会继替和双系家庭抚育

之间冲突的一个常用的选择是“童养媳”。“童

养媳”是一种穷人的婚姻制度。“多数父母通常

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这么做的：女方家庭可以避免

抚养女儿的费用；男方则可以避免高额聘礼和婚

礼费用。”从费孝通的理论看，童养媳是在一个

外婚制社会中，将被排除在父族单系继替范围内

的妇女，提前纳入夫族双系抚育内的制度安排，

也是为了缓和单系继替与双系抚育间的矛盾。 

二、亲属范围从单系偏重到双系平等 

这种实行三千年的单系偏重的“社会契约”，

从清末变法运动起开始了向彻底双系化的改变。

1911年，清廷修订法律馆起草的《大清民律草案》

“亲属编”第 1317条规定：“本律称亲属者如下：

一、四亲等内之宗亲；二、夫妻；三、三亲等内之

外亲；四、二亲等内之妻亲。父族为宗亲，母族及

姑与女之夫族为外亲，妻族为妻亲。”将这一条

与 2020 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45 条

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百多年来，我国

家庭法法定亲属中“血亲”的范围从“单系偏重”

到“双系平等”的变迁已经完成。 

具体说来，按《大清民律草案》的规定，就直

系血亲而论，按西方教会法的亲等计算方式，父

族四亲等内（上到高祖父母、下及玄孙子女）为宗

亲，母族只上及三亲等（到母之祖父母）；而女之

子（外孙，二亲等）、女之孙（三亲等）属女之夫

族，算外亲；就旁系血亲而论，父族四亲等内（上

到曾伯叔祖父母、曾祖姑，下及侄曾孙、侄曾孙女，

同辈到族兄弟姐妹），属于四亲等内宗亲，而母族

只有三亲等内之母之兄弟姊妹（舅、姨）、母舅之

子（舅表兄弟）、母姨之子（姨表兄弟）、母舅之

孙、母姨之孙、堂舅之子、堂姨之子为亲属；姑之

子（姑表兄弟，二亲等）、姑之孙（三亲等）属姑

之夫族，算外亲。按《民法典》的规定，直系血亲

不再区分父族和母族，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上及

祖父母外祖父母、下到孙子女外孙子女）均为近

亲属。 

表 1 《大清民律草案》宗亲亲等图 

 

1926年北洋政府的《民国民律草案》第 1055

条规定的亲属范围与《大清民律草案》第 1317条

相同，也是单系偏重的。   

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没有颁布施行，清

室就覆亡了。民国元年 1912年 4月 3日参议院议

决：“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仍应照前清现行律

中规定各条办理。”“现行律”指清政府修订《大

清律例》并于 1910 至 1911 年颁行的《大清现行

刑律》。《大清现行刑律》中服制图、服制、名例、

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这些“民事

有效部分”，连同《户部则例》中户口之民人继嗣

等项，共同构成“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一直

施行到 1929 至 1930 年《中华民国民法典》各编

颁布施行后才废止。北洋政府大理院八年上字第

八三二号裁判要旨云：“民国民律未颁布以前，

现行律关于民事规定除与国体有抵触者外，当然

继续有效。” 

表 2 《大清民律草案》外亲亲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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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列举的大理院裁判，1 至 3 号涉及禁婚

范围，4 至 7 号涉及宗祧继承，裁判要旨内虽有

“血统”“血系”等语，但其意仍指我国传统父

系五服宗法制，所谓“血统”“血系”仅指父系

“血统”“血系”，并不包括母系之“血

统”“血系”。“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服制图

包含“本宗九族五服正服之图”“外亲服图”和

“妻亲服图”，如果换算为西方教会法上之亲等，

父族无论直旁，四亲等内都为亲属，而母族只有

二亲等内，比如母之父母——外祖父母算亲属，而

按《大清民律草案》，母之祖父母也算亲属，外亲

范围扩大了一亲等，虽然都是单系偏重，但外亲

范围扩大，也是一种双系平等化的表现。 

表 3 大理院裁判要旨举例 

 

 

表 4 最高法院、司法部 1953 年对“五代内

旁系血亲”范围的解释 

 

我国亲属制度的决定性双系化始于 1930 年

《中华民国民法典》。其第 967 条规定：“称直

系血亲者，谓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之血亲。

称旁系血亲者，谓非直系血亲，而与己身出于同

源之血亲。”第 968条规定：“血亲亲等之计算，

直系血亲，从己身上下数，以一世为一亲等；旁系

血亲，从已身数至同源之直系血亲，再由同源之

直系血亲，数至与之计算亲等之血亲，以其总世

数为亲等之数。”这是按照罗马法的亲等计算方

式计算亲等，且无论直系血亲还是旁系血亲，都

不再区分宗亲和外亲，血亲既包括父族之“血”

亲，也包括母族之“血”亲，也即不再是单系（父

系）偏重，而是双系平等了。   

《中华民国民法典》没有直接规定亲属范围，

但在禁婚范围上，规定旁系血亲在八亲等以内者

不得结婚，表兄弟姐妹除外，表明此时禁婚范围

只限于父方平行旁系血亲即堂兄弟姐妹，姑舅姨

表兄弟姐妹仍可结婚，并没有完全双系化；中华

人民共和国 1950年《婚姻法》规定“五代内的旁

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虽然最高

法院、司法部 1953年对“五代内旁系血亲”范围

的解释是包含父母两系五代（表 4），但如所周知，

民间习惯上并不禁止姑舅姨表兄弟姐妹婚，所以

这一禁婚范围实际上依然是单系偏重的。直到

1980年《婚姻法》通过将旁系血亲的禁婚范围不

论堂表都缩小到三代以内，禁婚范围才实现了完

全的双系化。 

三、财产继承与姓氏传承的双系化 

 如前所述，费孝通主要是在农业社会的

基础上建立其单系继替的社会契约理论的。他认

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不动产为主要财产

形式，以男性体力劳动为主要财产积累方式。由

于不动产的不易分割和男性的主导地位，中国传

统上采用了父系继替的社会制度，即男子从自己

的父母那里继承财产，但女子并不从抚育她的父

母那里，而是到她的丈夫家里继承财产。婚居模

式上表现为子从父居和妻从夫居。为了缓和女子

在此单系继替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又发明出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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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家产传递方式，以及中表婚、童养媳等非主流

的婚姻制度加以弥缝。   

在他提出这个理论时，亲属制度的双系化改

革在中国已经开始了。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

废除了实行数千年的宗祧继承，宗祧继承不再是

遗产继承的前提；不继承父亲身份的女儿，也和

父母的其他“直系血亲卑亲属”（1138条）一起

“按人数平均继承”（1141条）遗产。这实际上

是让女子无论出嫁与否，都从自己的父母那里继

承财产，也就是社会契约从单系继替变为双系继

替。   

但是，在农业社会还没有变为工商业社会，财

产还没有获得高度可分性，人员也没有获得高度

流动性的时代和地方，变单系继替为双系继替会

遇到系统性的困难。除了费孝通曾经提到的土地

房屋等不动产难以分割等所有双系继替都面临的

普遍困难外，在中国传统的家产制下女儿的平等

继承权还会遇到特殊的困难。中国家产制下代际

财产分割普遍采用多轮多次分家制，即多子家庭

每一个儿子结婚后都会分一次家，结婚时男方家

庭给女方家庭的彩礼，在很多情况下至少有部分

也会变为女方的陪嫁回流到子代小家庭，也可视

为一种广义的分家。这和个人财产制下在财产所

有者死亡这个时刻一次性进行代际财产传递非常

不同。这意味着，要在中国实现女儿的平等继承

权，只能是或者废除分家制，变家产制为个人财

产制，从而使子、女在父、母死亡的时刻获得平等

继承；或者改变妻从夫居、子从父居的居处制度，

所有子女一起参与家产的多轮多次分割。民国立

法者想走的是第一条路，他们把中国的家产制视

为父亲的个人财产制，这样一来，“财产所有者

在生前以赠与为手段继续传统的分家惯行得到了

法律上的许可。一个父亲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

财产就可以剥夺他女儿的继承权”。女儿的平等

继承权就是这样被规避掉了。   

在夫妻平等继承方面，《中华民国民法典》第

1144条规定“配偶有相互继承遗产之权”。具体

安排为：一、与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的直系血亲

卑亲属）同为继承时，其应继分与他继承人平均；

二、与第二顺序（配偶的父母）或第三顺序继承人

（配偶的兄弟姊妹）同为继承时，其应继分为遗

产二分之一；三、与第四顺序继承人（配偶的祖父

母）同为继承时，其应继分为遗产三分之二；四、

无第一顺序至第四顺序继承人时，其应继分为遗

产全部。表面上看，夫继承妻的遗产和妻继承夫

的遗产都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夫妻平等。但在

一个女子婚后加入夫家、在夫家获得家产的社会

中，现实中最多出现的是第一种情况，即妻与夫

的其他直系血亲卑亲属平分遗产，和第四种情况，

丈夫无第一顺序至第四顺序继承人时，妻子继承

全部遗产。妻子去世后，丈夫与妻子的父母、兄弟

姐妹、祖父母一起分割妻子的遗产，只有在赘婿

（上门女婿）身上出现。   

在中国传统的父系家产制下，“妻承夫分”，

寡妇在丈夫死后，拥有夫家所有财产或部分财产

的监护权（比如《红楼梦》中的贾母、薛姨妈这种

情况）。但这种财产监护权却被《中华民国民法典》

第 1144条剥夺了。“一日她的丈夫死去，不论她

的愿望如何，她亡夫的财产分给了他所有的继承

人。她不再能通过立继来确保她对财产的控制。

确实，立法者们也给予寡妻一份她丈夫的财产，

但她在财产继承上的这一所得是以她丧失对丈夫

的所有财产的监护权为代价的。”《中华民国民

法典》还废除了宗祧继承。这对寡媳（如《红楼梦》

中的李纨）、寡妾的负面影响更大，“她们在监护

权上的损失无法从对丈夫财产的继承权上得到弥

补”。因为寡媳、寡妾的财产监护权是从其宗法

身份得来的，此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费孝通在讨论双系继替时，曾提及姓氏的继

承。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典》推行财产继承的

双系化时，还是保留了“子女从父姓”（第 1059

条）这一父系身份继承制度，同时规定“妻以其

本姓冠以夫姓，赘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当事

人另有订定者，不在此限”（第 1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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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条，在当时立法过程中，引起舆论争议

的是“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大部分争论者将

此问题指向男女个体平等，却忽略了妻子的姓也

来自其父之姓。在子女从父姓的情况下，妻冠夫

姓其实是妻冠夫之父姓，是妻带着自己的父姓加

入夫家之父系继替的标志，是中国单系偏重社会

契约的一部分。   

直到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

除了妻冠夫姓，规定“夫妻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

利”（第 11条），彻底废除了这一单系偏重社会

契约的标志。1980年《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

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姓名权的解释则认为：“公民原则上应当

随父姓或者母姓”，其理由为：“在中华传统文

化中，‘姓名’中的‘姓’，即姓氏，体现着血缘

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公民选取姓氏涉及

公序良俗。公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

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

和实际做法。”也就是在姓氏嗣续上采用单系、

双系或两可继嗣制都是允许的。该解释还规定公

民“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比如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其他直系长

辈血亲除了祖父、外祖父（一般是父姓和母姓的

来源），还包括祖母、外祖母，这一规定的意义更

为重大，因为对祖母、外祖母来说，即使自己的子

女没有继承自己的姓氏，该姓氏也可以跨代传承

给孙辈、外孙辈。 

四、亲亲、尊尊与出入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姓名权的解释可

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在姓氏继承问题上女

儿也是传后人。母亲可以把自己的姓氏传递给子

女，祖母、外祖母可以将自己的姓氏跨代传递给

孙辈、外孙辈。但是，这一点是否符合中国的伦理

秩序和文化传统呢？我们可以从《仪礼·丧服》

经传所表达的宗法制原理出发，深入探讨之。   

（一）亲亲与尊尊   

丧服包括本服和成服。《礼记·丧服小记》云：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

而亲毕矣。”可见，本服的原则是亲亲和差序格

局。   

表 5 中这个从己身向上下左右扩展的差序格

局的核心是父子、夫妻、昆弟三种基本关系。《仪

礼·丧服》曰：“世父母、叔父母。”《传》曰：

“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

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体也。”父子、夫妻、

昆弟都是“至亲”，按“至亲以期断”的原则，

父子（父女）、夫妻、昆弟互相之间本服都服期。   

夫妻牉合是合二体为一体，而父子是首足，昆

弟是四体，首足四体才是真正的一体，不像牉合

的一体可以分离。在这个身体的比喻中，“首”

显然是最重要的，极而言之，四体断其一甚至全

断，人依然可以存活，但脑袋掉了人就真没了。所

以在父子、昆弟关系中，父子关系是第一位的，昆

弟关系是第二位的。若要在每一代中都强化父子

关系，则上一代的昆弟关系要避让下一代的父子

关系。《仪礼·丧服》曰：“世父母、叔父母。”

《传》曰：“故昆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则辟

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也就是说，

昆弟本来可以亲密无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但这样一来，昆弟一体的原则就超越了

父子一体的原则。“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

的意思是，只有昆弟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让父子一体的原则超越昆弟一体的原则，才能同

时将这两个原则原封不动地一代代复制下去。因

为横向的昆弟关系本质上是空间性的，总有断绝

之处；只有纵向的父子关系是时间性的，可以一

代代无限向下复制。让父子关系超越昆弟关系，

实际上是让时间上的亲亲超越空间的亲亲，让无

限的亲亲超越有限的亲亲。 

表 5 父族本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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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父子一体的原则超过昆弟一体的原则，

“亲亲”原则之外必定出现“尊尊”原则；这就

是“尊尊”的出发点：“父至尊也。”但“尊尊”

在丧服制度中不限于子对父，在父、子都是嫡长

子的情况下，如子先殁于父，父对此子也要服斩

衰三年。《仪礼·丧服》曰：“父为长子。”《传》

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

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对于本身是

嫡长子的父亲来说，他的嫡长子不光是自己的体，

还是自己唯一的“正体”（嫡妻所生第一子），这

个唯一的正体不光要传父，而且也要传父所传之

“重”，就是父从自己的父那里继承来的那个宗

庙主的地位。每代嫡长子，就不光要“接代”，还

要“传宗”。而庶子只接代，不传宗，也就不为自

己的嫡长子服斩；作为嫡长子的父为自己的嫡长

子服斩衰三年，遵循的已经不是“父权制”的原

则，而是“宗法制”的原则了。   

父权制以父权为原则，而宗法制以宗的延续

为原则；宗法制下父的至尊不是为尊而尊，而是

为宗而尊。每一代子都将成为父，每一代父也都

曾经是子。嫡长子是父的延续，也是父之父的延

续。父在嫡长子身上不光看到己，还看到自己的

父。所以为死在自己前面的嫡长子痛哭，也就是

为死在自己前面的父痛哭，也是为自己痛哭。父

子轴就是时间轴。每个父、每个子都是那无尽的

线上的一个点，而这无尽的线，正由这无穷的点

构成。   

为了描粗这条线，一系列连锁反应发生了。首

先，因为“父至尊也”，父对庶子、女子子的本服

以尊“降其本服”，从期降到大功，又“报其加

隆”，从大功加隆为期，这一减一加，最后的成服

还是期；而对嫡子却不敢“降其本服”，仍要“报

其加隆”，这不减还加，最后的成服是斩衰。“父

为长子”服斩衰的理由不可能是父权制，而只能

是宗法制。在宗法制中，作为嫡长子的父与作为

嫡长子的子之间的那条线加粗了。   

又比如，孙对祖父本服大功，因祖父是“父之

至尊”，基于“与父一体”，父对其父加一等服，

孙对祖父也加一等服——从本服大功加到期。对

这一加隆，祖都要报，但对庶孙、孙女，祖因己是

其父至尊而降其本服（从大功降到小功），对嫡孙

却不敢降其本服，仍要报其加隆，这不减还加，最

后的成服是期。《仪礼·丧服》曰：“嫡孙。”《传》

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嫡也。有嫡子者，无嫡

孙。”在嫡子已不在的场合，祖与嫡孙之间那条

宗法制的线也加粗了。 

表 6 正尊降服举例 

 

将“亲亲”“尊尊”的原则贯彻到父族旁系

亲属中，最后形成的就是表 7 父族成服表。从先

秦到明清，历代服制虽然多有变更，但“亲

亲”“尊尊”的总原则却贯彻始终。 

表 7 父族成服表 

 

（二）出入   

以上讨论中，女子子与庶子地位相同，但女子

子还有出嫁问题。那么，女子子出入会引起她宗

法地位上的什么变化？   

女子子在室为父服斩衰。《仪礼·丧服》曰：

“斩衰。……女子子在室为父。”郑玄注：“言

‘在室’者，谓已许嫁。”即女子子即使已许嫁，

其地位也和兄弟们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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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子适人者，因出而为父降服期。《仪

礼·丧服》曰：“齐衰不杖期。……女子子适人者

为其父母。”《传》曰：“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

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

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

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   

女子子嫁又反在父之室，对父恢复服斩衰。

《仪礼·丧服》曰：“斩衰。……子嫁，反在父之

室，为父三年。”   

女子子在室时，因为“父至尊也”而将为父

之服从本服期加隆为斩衰，这和其他兄弟都是相

同的。只有在适人后，才将对父的斩服，改为对夫

的斩服，此时对父恢复本服期。这时她的至尊不

是父，而是夫。女子子出入引起的只是至尊的改

移，而不是父宗的断绝；“尊尊”的方向从父转

向夫，但与父的“亲亲”之道仍在。在她被夫所

出又反在父之室后，对父之服又恢复为斩衰。   

再看父为女子子之服。女子子在室和嫁又反

在父之室，父都因己尊而将对女子子的本服从期

降为大功，但又要报其加隆，又将大功加为期。这

也符合“正尊降服”的原则：降其本服，报其加

隆。对女子子适人者，父则因其出而对其降服大

功。 

表 8 女子子出入降服 

 

对昆弟，女子子在室按照“至亲以期断”的

原则服本服期，适人后两相都因出而降服大功。

《仪礼·丧服》曰：“大功。……姑、姊妹、女子

子适人者。”《传》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仪礼·丧服》曰：“大功。……女子子适人者为

众昆弟。”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出嫁也不构成

降服的理由。 

一是父没之后，女子子适人者对昆弟之为父

后者服期。《仪礼·丧服》曰：“齐衰不杖期。……

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传》

曰：“为昆弟之为父后者，何以亦期也？妇人虽

在外，必有归宗，曰小宗，故服期也。”郑玄注：

“归宗者，父虽卒，犹自归宗，其为父后特重者，

不自绝于其族类也。”父卒之后，女子子适人者

为其他昆弟仍因出而降服大功，但对昆弟之为父

后者却虽出不降，服本服期。这就体现出宗法制

而非父权制的原则：父虽卒而宗犹在；这时，昆弟

为父后者为女子子适人者仍按出降原则服大功，

如同父在时为女子子适人者降服大功，宗法制的

原则不因父卒而消失。   

二是夫、子皆没无祭主的情况下，《仪礼·丧

服》曰：“姑、姊妹、女子子适人无主者，姑、姊

妹报。”《传》曰：“无主者，谓其无祭主者也。

何以期也？为其无祭主故也。”郑玄注：“无主

后者，人之所哀怜，不忍降之。”又《传》曰：“何

以言‘唯子不报’也？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

故言不报也。”意思是，昆弟为姊妹适人者因出

降服大功，而在姊妹夫、子皆没无祭主的情况下，

因哀怜而不忍对其降服大功而服本服期，反过来

适人无主的姊妹也要对昆弟服期，这是报服。但

父为女子子适人无主者服期，不是出于报服，因

为女子子适人者对父本来就服期。父为女子子适

人无主者服期只能理解为，在女儿夫、子皆没，无

主亦无后的情况下，父对其虽出不降，不忍因其

出而降服。   

这说明，相比尊降，女子子出降只是一个相对

的降服理由。妇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妇人

不贰尊，出嫁之后至尊从父转为夫。女子子未嫁

时为父服斩，为昆弟服期；既嫁后为夫服斩，为父

服本服期，为昆弟因出降服大功；父卒之后，对昆

弟之为父后者虽出不降服本服期；夫、子皆没无

祭主，也是虽出不降，父、昆弟与她两相服本服期。

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她在父族都有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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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亲（期亲）可以依靠。夫、子皆没，也有娘家可

回。 

表 9 姊妹昆弟相为服 

 

除了永远有娘家可回，以上安排还表明，女子

子出嫁只是改宗，而非绝宗。《仪礼·丧服》《传》

曰：“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曰小宗。”郑玄注：

“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小宗有四，丈夫

妇人之为小宗，各如其亲之服。”她在父家的宗

法地位可以存而不用，但绝不断绝。这也是宗法

制的原理，而非父权制的原理。 

五、结论：女儿也是传后人 

《礼记·大传》云：“服术有六：一曰亲亲，

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

服。”这六项服术，只有妇人的出入改宗会造成

单系偏重。《仪礼·丧服》曰：“大夫之適子为

妻。”郑玄注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

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为人

后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郑玄将女子子出降

和为人后者的出降归入同一类；《仪礼·丧服》曰：

“为人后者。”《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

宗则可为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

这都表明，女子子和可以为人后的支子，因同宗

而都拥有可为人后的宗法地位。   

妇人出嫁不绝宗的原理体现在姓氏制度上，

就是在当今的中国香港地区，妇人出嫁后可以冠

夫姓，但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本姓。而在当今的中

国大陆，妇人出嫁并不改姓，也不冠夫姓——这说

明，出嫁改宗制度在中国大陆已经彻底废除了。

母亲、祖母、外祖母可以将自己的姓氏传承给子

女甚至跨代传承给孙辈，更能说明女儿也是传后

人这一宗法制所蕴含的东西，已经从理论变为现

实。   

如果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亲属法的最大变迁是

废除了妇人的出入改宗，“亲亲”“尊尊”的原

理并没有废，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两头婚的实质

是使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都成为“宗亲”。在独

生子女政策推行最力的年代，我们在中国各地村

庄的墙壁上，都曾看见过“女儿也是传后人”的

大幅标语。中国宗法制中有“为人后者为之子”

之说，在理论上，可“为人后者”当然并不限于

男性。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中所贯彻的“女

儿也是传后人”这一双系继嗣或两可继嗣的精神，

是对中国传统宗法制的返本开新。

崇法笔记本学术保供特别系列第 7 讲 | 夫妻共同债务之规范与原理 

2022-07-26   崇法学堂  崇法学堂 

https://mp.weixin.qq.com/s/b0l-JBFLc76FlLgwFfcCMg 

2022 年 5 月 8 日 18:30，由我校法律学院主

办的崇法讲坛学术保供特别系列第 7 讲，以线上

“网络研讨会”形式开展，并于哔哩哔哩平台进

行同步直播。本次讲座的主题为“夫妻共同债务

之规范与原理”，由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龙俊、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贺剑和中国政

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缪宇主讲。法律学

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许莉对讲座进行总结。法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王蒙主持讲座。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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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俊：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缘起与立法沿革 

（一）问题缘起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41条：离婚

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

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

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原《婚姻法》第 41 条被称为“用途规则”。

该条在早年的司法实践中面临“假离婚、真逃债”

的问题，即夫妻二人其中一方对外负有债务，在

二人无力负担时，夫妻通过“假离婚”，将债务

留给一方，以使另一方逃避债务。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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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条：债权

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

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

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

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

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为避免“假离婚、真逃债”的情形发生，最高

人民法院设置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

该条款被称为“推定标准”，即若借债时间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夫

妻双方共同名义借债，该债务均按夫妻共同债务

处理。尽管该条款但书中规定了两个例外，但第

一个例外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的情形，该情形非常少见；第二个例外是夫妻分

别财产制下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情形，而夫妻分

别财产制在我国并不多见，第三人知悉分别财产

制的约定的情况则更少。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这

两种抗辩理由基本难以得到适用，进而导致实际

结果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债务一般都会按照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出台立竿见

影地解决了“假离婚、真逃债”的问题，其积极

意义在于解决了债权人保护的问题。但在司

法解释出台一段时间之后，伴随着民间借贷的放

开，由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的推定过

于刚性，司法实践又往往将夫妻共同债务理解为

连带债务，导致只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借债，即使

欠款真假难以证明，夫妻任何一方都要对外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由此经常出现夫妻其中一方与

“债权人”合谋伪造债权，离婚后坑害原配偶的

问题。 

于是我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若无《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即按照《婚

姻法》第 41条的规定，就会存在夫妻二人坑害债

权人的可能；若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

的规定，就会存在夫妻一方与债权人合谋在离婚

后坑害另一方的可能。 

此即问题的缘起。后续的研究讨论，包括各种

司法解释与论文，均是为了化解这个两难的境地，

在交易安全和婚姻安全中达到平衡。 

（二）问题的解决思路 

1.个人的解决方案 

（1）认可内部的追偿请求权 

在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上，《婚姻法》第 41

条所确立的用途标准的合理性在于“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在夫妻一方举债经营的情况下，只要

夫妻另外一方直接或间接受益，都应当解释为符

合共同生活的标准。因此，共同生活的标准是一

个非常广泛的标准，绝大部分的夫妻一方举债，

只要不是虚构举债或者用于违法行为等，都可以

被认定为夫妻二人都能从中受益的举债。所以在

外部关系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条所规

定的夫妻一方举债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主张该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证明

责任，该思路是大致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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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内部关系当中，证明责任应由直接举债

方来承担。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解决的问题

是：如果夫妻一方与第三人虚构债务，这种虚构

会毫无意义，因为通过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最

终承受债务的是直接举债方自己，因此其虚构债

务的动力也就不存在了。因此，解决此问题的第

一种方案是错开证明责任的分配，认可夫妻共同

债务内部的追偿请求权。 

（2）设计有限责任制度 

这个方案最早来源于贺剑老师 2014 年的论

文，该方案的核心是：在外部关系中，非直接举债

方也要承担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其并非以自己的

全部个人财产承担连带债务，而是以夫妻共同财

产为限来承担责任。这种方案可以避免非直接举

债一方最终承担债务的范围及于其他个人财产。 

同时，按照该方案，责任的分配是相对平衡

的。夫妻关系中，夫妻一方承担其配偶对外举债

的责任，是因为其从中获益，而其获益的范围以

夫妻共同财产为限。既然其获益范围以夫妻共同

财产为限，那么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也以夫妻共同

财产为限，这是一个较为合理的选择。 

2.最高人民法院的解决方案 

（1）法释【201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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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规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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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条的基础上增加两

款，分别作为该条第 2款和第 3款：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

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这两款补充规定没有对证明责任进行分配，

也就没有规范价值。因为如果有证据表明债务是

与第三人串通虚构的，或者是赌博、吸毒等违法

犯罪活动中所负的，那么夫妻中的另一方当然不

承担该债务。 

（2）法释【2018】2号 

《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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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 

第 2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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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第 3 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

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的除外。 

在这个司法解释中，最高院接受了很多学者

提出的共债共签和家事代理的思路。原则上只有

夫妻共同签字的债务，或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

债务可以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之外的其

他债务原则上均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这个方案解决了夫妻一方与债权人合谋坑害

另一方的问题，但是这个方案会导致债权人保护

的欠缺。因为家事代理是一个相对比较狭小的范

围，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而纯单方的经营行为

则明显不能被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纯单方的经

营行为所导致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增值。按照法

释【2018】2号的规定，就条文的文义来看，纯单

方经营行为产生的债务很可能直接被解释为夫妻

一方的个人债务，这会导致和《婚姻法》第 41条

一样的“假离婚，真逃债”的现象出现。 

（3）《民法典》第 1064条 

《民法典》第 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

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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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

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

意思表示的除外。 

《民法典》第 1064条的方案基本上脱胎于法

释【2018】2号的方案，该方案解决了夫妻一方与

债权人合谋坑害另一方的问题，在交易安全和婚

姻家庭安全中将婚姻家庭安全居于最高位。 

这个方案的弊端在于可能会出现夫妻二人

“假离婚，真逃债”的情形。对此，立法者认为债

权人可以有多种方案来保护自己，债权人可以在

借钱时要求夫妻二人共同签字，也可以要求夫妻

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担保。 

（三）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新困境 

1.内部关系中的公平问题 

在内部关系上，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夫妻二人

中一方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另外一方是家庭

主妇或家庭主夫，如果严格按照文义解释，从事

生产经营的一方，获取的生产经营收益都是夫妻

共同财产，但所负债务均为个人债务，长此以往，

从事生产经营的一方会积累巨额的个人债务，而

给家庭带来巨额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会导致不均

衡的后果。 

另外，《民法典》第 1064 条只解决了意定之

债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法定之债的问题。如果夫

妻一方从事运输活动，因为疲劳驾驶导致了侵权

行为，由此产生的侵权责任由个人承担，而劳动

运输获取的收益却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也是一

种不均衡的后果。 

因此，《民法典》第 1064条在法条文义上并

没有有效回应以上问题，导致在内部关系中出现

不公平的局面。 

2.外部关系中的效率问题 

《民法典》第 1064条所预设的前提是债权人

有手段保护自己。但是，如果将所有风险都转移

给债权人，债权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对所有

的大额债务都会要求债务人及其配偶一同签字或

者提供担保，这是一个效率极低的方式。 

贺剑：夫妻债务的“内外有别” 

夫妻共同债务涉及到内部、外部两种关系。内

部关系涉及的是在夫妻关系内部，夫妻二人对于

所负债务如何分担的问题；外部关系指的是债权

人与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 

（一）内部关系：内部债务承担？ 

1.内部分担的理由 

首先假设一个案型，丈夫对外负债 100 元，

在以下所列的何种情形中，夫妻双方在内部关系

上须负担 50元。 

内部关系上分担是指，该 100 元债务不由夫

妻共同财产承担，而由夫妻相应一方的个人财产

承担。 

（1）夫妻双方明确约定； 

（2）该 100元用于家庭日常开销； 

（3）该 100元被丈夫赌博挥霍； 

（4）该 100元被丈夫用于投资，赚得 200元； 

（5）该 100 元被丈夫用于投资，血本无归； 

（6）该 100元作为存款存在丈夫名下。 

内部分担的理由有以下几种：第一种理由是

意思自治，夫妻双方可以自由约定夫妻共同债务

的内部分担比例；第二种理由是权利义务相一致，

这是贯穿过去十年婚姻法讨论的一个关键词，基

于公平观念，如果夫妻共同受益，夫妻之间就要

分担债务；第三种理由是婚姻保护，婚姻法提供

的财产性的规则，最底线的要求是“不让金钱给

婚姻添乱”，具体而言即夫妻财产制作为一项财

产规则，应当提供适当的经济激励，让婚姻和家

庭生活不受夫妻自利动机的妨碍，夫妻想过什么

样的婚姻生活，夫妻财产法都不会成为其经济层

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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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婚姻保护在夫妻内部债务中的推论 

（1）内部债务分担的标准，是可能受益，而

非实际受益。 

对此有两点理由。第一点理由是，这样做可以

鼓励夫妻一方尽最大主观努力创造和维护夫妻共

同财产，不使夫妻一方畏首畏尾。第二点理由是，

这个规则可以避免一方伪造债务侵吞另一方的夫

妻个人财产。 

最后的结果是，在夫妻内部关系上，全部夫妻

共同财产对丈夫的 100 元债务负责，同时由丈夫

的个人财产独自承担补充责任。 

（2）在夫妻实际受益场合，除了举债一方（构

造的案型中为丈夫）的个人财产以外，妻子的个

人财产也须承担补充责任，譬如养老育幼债务。 

在夫妻实际受益的场合（这属于“可能受益”

的一种情形），内部分担的理由也并非权利义务

相一致，而依然是创造适当的经济激励，即旨在

避免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的边界及其背

后的婚姻保护价值仅因外部债务在夫妻内部的不

当分担而被侵蚀或者架空，避免婚姻生活受夫妻

自利动机的妨碍。 

（3）存疑时推定为一方个人债务。 

司法实务中确立的规则是，在是否为夫妻财

产存疑时即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按照权利

义务相一致的逻辑，既然财产存疑时推定为夫妻

共同财产，那么在一个外部债务的用途无法被证

明时（即存疑时），在内部关系上就要推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权利义务相一致的逻辑无法解释为什

么在存疑时推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应推定

为一方个人债务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为避免

夫妻一方在离婚前后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其二为

该推定通常不会损害对外负债的夫妻一方之权益。

小额债务的用途虽较难证明，但不易产生争议，

法官亦不难进行合理判断；而在大额债务中，真

实负债一方通常不难证明债务之存在与用途。 

（4）另一类夫妻内部债务规则——外部债务

清偿后的内部补偿规则 

即在夫妻内部关系上，若某外部债务是一类

夫妻财产的债务，却以另一类夫妻财产清偿，前

者对后者负有等额补偿义务。该规则是为了避免

夫妻财产之界分及其背后的婚姻保护价值被架空。 

（二）外部关系：夫妻连带债务？ 

1.权利义务相一致 

若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逻辑，初步会得出

有限连带的可能性。另外还需要增设共同受益的

例外，即共同受益的情况下需要类推适用《民法

典》第 1064条，在外部关系上承担有限连带责任。 

但是，这样的认识存在一定缺陷。首先，若在

内部关系中已经强调权利义务相一致，那为何在

外部关系中还要再强调权利义务相一致？其次，

妻子就丈夫的 100 元借款受益 50 元，为何要就

100元承担连带责任？再次，妻子就丈夫之借款受

益 50 元，直接在内部关系上分担这 50 元即可，

为何一个处于外部的债权人可对妻子享有求偿权？

这是否是债权人代位权？是否一律符合债权人代

位权的规则？更进一步而言，妻子对丈夫对外举

债承担连带责任，是否出于一种公平的观念？这

样一种模糊的公平观念，在得出具体规则时会出

现逻辑上不顺畅的问题。 

因此，贺老师认为，既然是在内部受益，则在

内部关系中进行分担即可，而非在外部关系上承

担连带责任。 

2.基于婚姻保护的推论 

第一，婚姻保护旨在调整夫妻内部的财产关

系，在内部关系中设置分担请求权或追偿请求权

即可，原则上无须对夫妻一方或双方与第三人的

外部关系发生影响。 

第二，在夫妻外部关系上，若仍沿袭内部关系

上的“可能受益”标准，则不利于对夫妻另一方

（进而是夫妻双方）的利益保护。若仅仅因为已

婚的婚姻状态，已婚债务人（的家庭）就要承受较

未婚债务人更重的负担，这并不合理。 

第三，在夫妻外部关系上，即使遵循所谓“实

际受益”的标准（《民法典》第 1064条），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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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保护的价值，仍无法得出任何形式的夫妻连

带债务的结论。夫妻内部愿意怎么承担，是夫妻

的事、婚姻保护的事；外部关系上任何方式的连

带，都是对夫妻双方利益的戕害。 

因此，单纯基于婚姻保护，应无任何形式的

夫妻连带债务。 

3.交易安全（由此限制婚姻保护） 

目前的文献中，对于交易安全限制婚姻保护，

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债权人与已婚债务人缔结交易的交易成本，

要高于与未婚债务人缔结交易的交易成本。为减

少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如避免债权人不愿与未

婚债务人缔结交易），就已婚债务人的债务，其配

偶须连带担责。” 

“债务人婚后基于负债取得的财产是夫妻共

同财产，为了避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被不当限缩，

就已婚债务人的债务，其配偶须连带担责。”——

这是责任财产异动的“个体”视角 

“债务人结婚以及适用法定财产制的事实，

会不当限缩债务人责任财产的范围，侵害债权人

的利益。就保护债权人的目的而言，应当将债务

人视同为没有结婚，手段就是配偶的连带债

务。”——这是责任财产异动的“整体”视角 

贺老师对以上三种观点均持否定立场。 

4.小结：外部关系上无夫妻连带债务 

在价值层面，各种版本的交易安全考量（以及

权利义务相一致等其他考量），均不足以使夫妻

双方在外部关系上为一方的婚后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目前《民法典》第 1064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

债权人，但债权人以及非负债的夫妻一方其实均

难以证明债务的实际用途。若落实《民法典》第

1064条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则实际上即可达到

外部关系上无夫妻连带债务的类似效果。在实务

当中，很多法官试图缓和《民法典》第 1064条的

举证责任规则、降低证明标准，但这与实体规则

本身的价值相背离，是一条错误的路径。因此，贺

老师建议应尽量提高举债用途的证明标准，让证

明责任之规定，彻底架空外部债务意义上的夫妻

共同债务。 

缪宇：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一）背景 

《民法典》第 1064条的适用范围以意定之债

为主，并未解决夫妻一方所负法定之债应如何处

理的问题，也未回应夫妻一方若先后有两段婚姻，

对前一段婚姻中的子女支付抚养费的债务是否属

于后一段婚姻的夫妻共同债务。 

缪老师将夫妻共同债务之争的产生原因总结

为以下三点。 

1.价值取向上的摇摆：司法实践在保护配偶、

保护债权人之间摇摆 

2018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出台后，最高人民

法院的价值取向从保护债权人转向了保护配偶的

利益。而《民法典》第 1064条第 2款就大额债务

而言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当大额债务的债权人

无法证明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生

产经营时，就只能将借款认定为夫妻一方个人债

务。有鉴于此，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回流，

在保护债权人还是配偶一方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出

现摇摆。 

2.理论准备的不足：多数人之债类型的理论

积累不够，对夫妻共同财产制立法例的比较法研

究不足 

一方面，我国学界对多数人之债的类型的理

论研究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婚姻家庭法的学者

对夫妻共同财产制立法例的比较法的研究还有待

加强。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释义中，最高人民

法院认为，既然夫妻共同债务为多数人之债，多

数人之债包括按份债务和连带债务两种类型，而

夫妻共同债务显然非按份债务，那么结果就是夫

妻共同债务作为一种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债

务，只可能是连带债务。司法实践没有意识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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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份债务和连带债务之外，还有其他多数人之债

的类型，就直接将“共同偿还”改造为了所谓的

连带债务。 

实际上，在共同财产制的立法例中，比如法

国、西班牙以及美国的一些州，夫妻共同债务指

的是以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加上全部夫妻共同财产

负责的债务类型，而不是连带债务。在比较法的

模式下，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并

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法院可能会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的个人

债务是截然对立的。 

3.配套制度的缺位：夫妻共同财产管理制度

缺乏规定，内部关系无规可循倒逼外部关系“推

陈出新” 

在配套制度上，我国缺少夫妻共同财产管理

制度的相关规定。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是调整外部

关系的规则，本可依据夫妻内部的共同财产管理

制度来化解纠纷。但遗憾的是，我国的夫妻共同

财产管理制度缺乏更加细致的规定。比较法上，

法国专门围绕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的行为设立了单

独规则。配套制度的缺位导致最高院不得不通过

外部关系推陈出新，以解决债权人保护的问题。

我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没有夫妻共同财

产登记制度，既然在我国难以区分夫妻共同财产

和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如将夫妻共同债务全

部列为连带债务来处理。 

（二）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 

1.事前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均为负担

行为的当事人，负担内容相同、层次一致的独立

债务 

这种类型的夫妻共同债务实际上是夫妻双方

作为负担行为的当事人，共同发出实施负担行为

的意思表示，夫妻双方一般就此负连带债务，这

意味着夫妻双方对债权人都负担了内容相同、层

次一致的两个独立债务。司法实践中将以下六种

情形都认定为事前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缪老师

分别对这几种情形展开评述。 

（1）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签字、配偶作为保

证人签字：不应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司法实践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配偶也有举债

的事前合意。但是，配偶作为保证人签字，就意味

着其已经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作为债务人的夫妻另

一方分离。配偶并不是夫妻方所举债务的债务人，

而只是单纯的保证人。因此该种情形不应认为成

立夫妻共同债务。 

（2）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签字、配偶在订立

借款合同时在场但未反对：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这是司法实践中认可的一种事前共意型夫妻

共同债务。配偶在场但没有反对，可将其解释为

沉默。沉默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当事人有交

易习惯或者另有约定的情况下，才能被视为意思

表示。当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担债务，配偶的

沉默没有任何意义，夫妻一方负担的仍然是个人

债务；当夫妻一方以双方的名义负担债务，配偶

的沉默可能被认定为容忍代理或表见代理，从而

可能成立事前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 

（3）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签字、配偶亲笔书

写借条但未签字：不应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配偶虽然书写了借条，但并没有意思表示，因

此仍然不应当成立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作为出

借款项一方处于优势地位，完全可以要求书写借

条的配偶在借条上再签字；若债权人没有这样要

求，则该债务仍然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4）配偶同意夫妻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对债

务负责：不应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配偶作为共有人的身份，同意夫妻一方对共

同财产实施处分行为去清偿债务。这是对处分行

为的同意，与事前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中对负担

行为的合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应成立事前共

意型夫妻共同债务。 

（5）配偶作为夫妻一方代理人订立借款合同：

显然不应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6）债权人按照约定将借款汇入配偶账户：

不应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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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只涉及到借款合同的成立，不涉及到配

偶具有作为事前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实施负担行

为的意思。 

2.事后追认型夫妻共同债务 

事后追认实际上是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将

事后追认与债务加入挂钩能够在体系上解释事后

追认型夫妻共同债务作为连带债务的合理性。采

纳这种解释有两个优势：第一，该种解释不会变

动夫妻一方负担债务的内容，不会损害债权人的

利益；第二，该种解释不会让夫妻一方重新负担

新的债务，避免突破所谓的合同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事后追认的配偶不能基于直

接举债的夫妻一方与债权人之间的广义之债享有

权利，而只能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制享有权利，同

时也不能行使在广义之债中所产生的形成权，但

配偶可以援引直接举债一方作为债务人所享有的

抗辩权。夫妻双方的内部关系不能直接按照《民

法典》第 519 条处理，而是应按照内部关系与外

部关系的规则处理。配偶在内部关系上是否对直

接举债一方所负担的债务负责，取决于该债务的

具体用途；若直接举债一方无法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则在内部关系上

直接认定该债务按照直接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处

理，由直接举债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内部关系中对

该债务终局地负责，夫妻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司法实践中将以下几种情形都认定为事后追

认型夫妻共同债务，缪老师分别对这几种情形展

开评述。 

（1）夫妻双方共同承诺护或订立还款协议：

显然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2）应债权人的请求而承认夫妻一方举债的

事实：不应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配偶可能只是表达知晓债务存在的事实，没

有将自己作为债务人对债权人负责的意思，在这

种情况下不构成事后追认。 

（3）应债权人的请求而同意夫妻一方以夫

妻共同财产负责：不应成立夫妻共同债务 

此时仅为对处分行为的同意，没有负担债务

的意思。 

（4）应债权人的请求而承诺还款/应债权人

的请求而部分还款：应分不同情况进行判断 

司法实践中一边倒地将这两种情形认定为事

后追认型夫妻共同债务。但是，承诺还款或部分

还款是否构成是否追认，首先应当通过对意思表

示的解释来判断配偶到底是作为第三人清偿他人

的债务，还是配偶自己作为债务人对债权人负责。

若无法查明，原则上应当推定配偶只是作为一个

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在清偿债务，而不应认为成

立夫妻共同债务。 

（三）日常家事型夫妻共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日常家事型夫妻共同债

务指“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开支”。

按照通常理解，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

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

开支事项，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日用品购买、

医疗保健、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文化消费等。 

如何判断债务是否属于日常家事型夫妻共同

债务，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突出表现为两

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是金额论，只要

借款的金额适度，就不再考虑用途；第二种立场

是用途论，强调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只看

金额，要先看金额，再看用途。金额如果不适当，

直接排除夫妻共同债务的成立；若金额适当，再

观察用途是否属于日常家事。 

金额论中也存在诸多争议。第一个争议是金

额的判断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主观标准，根据当事人自身的经济能力来判断

借款金额是否适度；第二类是客观标准，即根据

受诉法院当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当地居民年收

入水平以及社会生活习惯等，来判断夫妻一方所

举债务是否属于适度金额；第三类标准是主客观

结合标准，既看债务人夫妻生活状态和经济收入

水平，也看债务发生地的社会生活习惯。第二个

争议是连续多次小额借款引起的夫妻共同债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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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司法实践中对此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标准。第

一种标准是总额判断标准，此种标准在司法实践

中占统治地位，即如果一个债权人借款总额超过

了日常家事所需要的范围，就按照个人债务来处

理，该种标准对债权人不利；另一种标准是针对

每笔借款单独进行判断，该种标准较为公平。 

用途论在司法实践中系少数。用途论的关键

问题在于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支持用途

论的法院主要采纳的是推定规则，即若金额适度，

则推定成立日常家事型夫妻共同债务，由主张不

成立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债务并非用于

日常家事。由于证明难度较高，因此也有法院提

出应根据个案来综合判断如何分配用途的证明责

任。用途论中另一个争议在于，夫妻双方在分居

以及离婚诉讼期间，一方所负之债务能否被认定

为日常家事型夫妻共同债务，尤其是在此期间一

方患有重病为治疗而借债或为抚养子女而借债的

情形。对此问题，法院一般认定仍然构成日常家

事型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在此情形下，一方举债

实际上是变相地履行另一方对其所负担的扶养义

务，从而将该债务与日常家事代理权及扶养义务

挂钩。 

（四）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

债务 

1.责任财产范围之争 

（1）共同财产制是否为保护债权人的理由？ 

缪老师认为，共同财产制不能作为将该种债

务认定为连带债务、保护债权人的理由。如果采

连带债务说，在分别财产制下，夫妻一方为共同

生活所负的债务的责任财产为夫妻一方婚前个人

财产和夫妻一方婚后取得的个人财产；在共同财

产制下，夫妻一方为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的责任

财产就会包括夫妻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夫妻一方

婚后取得的财产、配偶的婚前个人财产和配偶婚

后取得的财产。即在共同财产制下，债权人可支

配的责任财产远远多于分别财产制之下的情形，

这并不妥当。 

（2）夫妻共同体是否可以参照合伙？ 

很多学者认为夫妻共同体相当于合伙，因此

夫妻共同债务应按照合伙的债务处理，但这种观

点存在问题。第一，合伙债务发生的前提是合伙

人以合伙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第二，合伙人经过

合伙授权执行合伙事务引起的债务才能算作合伙

债务。第三，合伙债务的清偿遵循双重优先权规

则，由合伙财产先清偿，不足的部分才应当由合

伙人以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只有在以

夫妻共同体名义并且事先取得配偶授权的情况下，

才可以将夫妻共同债务与合伙类比。但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本身就是夫妻一方

以个人名义负担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

这已经表明不能将此债务对标合伙债务；即使要

对标，也受到先用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再以夫妻

一方个人财产清偿债务的清偿顺序限制。因此，

不能将夫妻共同债务按照合伙债务处理。 

（3）收益分享的根据与限度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围绕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司法实践使用最多的理由

是收益分享，即配偶分享收益、所以配偶也要承

担连带债务。但实际上这种理由存在混乱之处。 

A.夫妻一方生产经营的收益并非借款的收益 

若夫妻一方借款并将借款投入公司的生产经

营中获得收益，公司的收益与借款之间只有间接

的关系，公司能否挣钱取决于市场、管理等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配偶所分享的不是借款的收益而

是生产经营的收益。 

B.收益分享是夫妻生活共同体的逻辑结果 

夫妻一方从公司里拿到分红后回家补贴家用，

是在履行自己对配偶的扶养义务、对子女的抚养

义务以及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同时这些分红必然

地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存在。这种情况下，收益分

享是夫妻生活共同体的逻辑结果，不能为正常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是连带债

务的观点做背书。 

C.配偶因收益分享而负责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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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认定配偶分享了收益，但收益导致的是

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增加；既然只是夫妻共同财

产增加，那么配偶对该债务负责的最大范围应仅

限于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在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

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问题上，缪老师的基本立场

是，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

责任财产范围是夫妻共同财产和直接举债的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在无夫妻财产登记制度的情况

下，应当由非直接举债一方证明哪些财产系其个

人财产，即由非举债一方承担证明责任。同时，若

将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责

任财产限定于此，那么在体系上必须考虑《民法

典》第 307 条第 1 句第 1 分句所说的“因共有的

不动产或动产产生的债务”为连带债务的规则。

如果“因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产生的债务”的范

围广，则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

务的范围就会相应狭窄，大多数的债务就将转入

《民法典》第 307 条第 1 句第 1 分句而被认定为

连带债务。 

2.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用于生产经营、夫

妻双方构成共同生产经营 

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

步骤是证明该借款用于生产经营，如果无法证明

钱款最终进入了夫妻一方的公司用以生产经营，

则该债务就直接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第

二个步骤是证明夫妻双方构成共同生产经营，而

非夫妻一方。对于夫妻双方是否构成共同生产经

营，缪老师就以下四种司法实践中的争议案型展

开论述。 

（1）夫妻一方设立一人有限公司 

在实践中来论证此种情形下配偶构成共同生

产经营的理由有二：第一，配偶是一人有限责任

有限公司的监事；第二，配偶是一人有限公司的

职员或员工，或者夫妻一方通过一人有限公司给

配偶缴纳社保。这两个理由的说服力有限，因为

我国的监事会制度、尤其是一人有限公司的监事

的职权很难落到实处。但即使该种情形下不构成

共同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单纯从收益分享

的角度来说，也应要求该债务以直接举债方的个

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清偿。 

（2）夫妻双方持有有限责任公司全部或多数

股权 

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双方在理论上享有该公司

的控制权与经营权，此时可以考虑将夫妻一方用

于生产经营的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仍然

非连带债务，而是以夫妻共同财产加上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进行清偿。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

个立场也不妥当。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公司的治

理结构从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向了董事会中心主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定配偶作为股东参与了公司

的生产经营有些牵强。 

（3）夫妻一方持有部分股权的有限责任公司 

此时应区分两种情形。若夫妻一方不是多数

股东，则不可能构成所谓的共同生产经营夫妻共

同债务。若夫妻一方是多数股东，如果其配偶不

在该公司任职，即单独经营、收益共享，那么将该

债务理解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则对债权人不公

平，但这种情况又无法达到共同生产经营的程度，

因此该种情形是《民法典》第 1064 条所没有考虑

到的。 

（4）夫妻一方以借贷所得从事炒股、放贷活

动 

第四种情形与第三种情形相同，同样无法归

入《民法典》第 1064条。缪老师认为，应将这两

种情形界定为一种以直接举债的夫妻一方的个人

财产与全部的夫妻共同财产负责的债务类型。 

许莉老师总结 

龙俊老师讲述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演变，反

映出我国身份财产制的严重不足，可以看出我国

的夫妻财产制受到婚姻法的立法背景影响。我国

的夫妻财产制是特定情形下的解决纠纷的举措，

所以存在先天不足，是一时一事的解决路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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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规范的财产制度。然而，我们需要承认这些立

法成果是解释《民法典》第 1064 条的基础，不能

在解释《民法典》第 1064条时抛弃我们先前对于

夫妻债务的基本认识。同时，内部关系中的公平

问题确实是《民法典》第 1064条尚未解决的。 

贺剑老师重点强调了“内外有别”，指出无

论是夫妻财产还是夫妻债务，其评判标准都是内

部标准。贺剑老师希望在区分内外之后采用“闭

环运作”，许老师认为这种解决路径较为理想化。 

许老师认可缪宇老师将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

认定为债法上的债务的观点，但许老师认为由于

夫妻关系的密切程度不同于陌生人，因此在对是

否构成共意型夫妻共同债务作意思表示解释时应

进行宽泛评判。之后，许老师指出我国陷入“如

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制

度的供给不足。 

最后，许莉老师给出可能的解决途径。财产制

的变化和共有制的完善有待于立法层面上的改变；

在司法层面，可以采用“外部严格、内部宽松”

的手势。 

问答环节 

夫妻一方对外负侵权之债的认定以及证明责

任如何分配？ 

缪宇老师：法定之债的突出特征是债权人在

债务形成之前，没有选择债务人的自由，所以应

当考虑能否以夫妻共同财产来给债权人或受害人

提供救济。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司法实践主

流观点都认为，只有为夫妻共同利益所实施侵权

行为而产生的债务才是夫妻共同债务，才应当用

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同时由债权人（即受害人）

承担侵权行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而实施的证明责

任。 

如何看待法院以共同受益原则认定夫妻共同

债务？ 

贺剑老师：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当

共同偿还，实际上考虑的是离婚分割财产时债务

应由谁来承担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夫妻共同债

务由此成为连带债务。但基于直觉、共同受益的

逻辑、权利义务相一致的逻辑或公平观念，我们

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认识，但新的情况、形势必然

要呼唤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底层逻辑的追问。 

夫妻关于房产的约定是否能对抗第三人的强

制执行？ 

龙俊老师：首先判断第三人的债权是否为共

同债务、连带债务。如果是共同债务或连带债务，

无论当事人之间有怎样的约定，财产都属于可执

行的责任财产的标的。如果不是共同债务和连带

债务，我更倾向于认为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强制执

行。因为出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不应认定夫妻

之间的约定能直接产生物权效力。 

薛宁兰  崔 丹：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类型与法律适用 

原创：2022-07-01  法治研究杂志社  薛宁兰  崔 丹 

https://mp.weixin.qq.com/s/MLoA79OX7-jaVJEd9M57mA 

作者简介 

薛宁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崔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

博士研究生 

摘要： 

身份关系协议并非合同，应将其置于身份法

理论构造中予以识别和判断。身份关系协议应为

身份法规则明确承认或者符合身份法理念和原则

要求的，以产生、消灭、变更身份关系或附随身份

的财产关系为内容的协议。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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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具有纯粹身份性，或者具有身份附随性。身

份关系协议主要特征包括法定性、身份性、伦理

性、专属性和要式性。依据不同标准，身份关系协

议类型包括：纯粹的身份协议与附随身份的财产

协议、身份法明确规定的身份关系协议与符合身

份法理念要求的身份关系协议。身份关系协议的

法律适用以婚姻家庭编规则为首要，以参照适用

合同编为补充。 

目录： 

一、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 

（一）身份关系协议与合同之辨 

（二）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要素 

（三）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及特点 

二、身份关系协议的类型 

三、身份关系协议的法律适用 

（一）《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述评 

（二）纯粹身份协议之法律适用：以收养协议

为例 

（三）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之法律适用：以夫

妻财产约定为例 

四、结语 

在我国民法体系中，1999年《合同法》首先

确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的法律适用，即身份关系协议完全排除合同法适

用。2020 年《民法典》对此规则作出重要改变，

不再完全否定身份关系协议对合同编规定的适用，

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前提下，可

以根据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从

民法典体系化和现实需求角度考察，这一变化至

少具有两点进步意义：一方面，“参照适用”条款

可以为婚姻家庭编的制度与规范缺漏提供有效供

给；另一方面，回应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可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无法可依的局面。而从身份法理念

和价值导向方面考量，尽管立法仍坚持身份关系

协议优先和穷尽适用身份法的原则和立场，但是，

赋予身份关系协议在财产法上一定程度的适用空

间，会带来交易规则过度侵入身份关系调整法则

的风险，对身份法价值理念产生冲击，容易造成

价值导向趋于工具理性。如此担忧源于身份法与

财产法之间具有价值理念和结构内容上的显著差

异，前者在于维系家庭，实现家庭的社会职能，后

者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以利己主义为价值导向。

尽管身份法也调整一定的财产关系，但这种财产

关系和财产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不同的。后者

一般具有等价、有偿的特点，而前者调整的财产

关系是基于一定的身份关系发生的，不存在等价、

有偿的特点。婚姻家庭伦理有别于财产交易伦理，

应防止人伦的婚姻家庭关系在市场经济大潮裹挟

下由“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全面走向“冰冷”

的“物化关系”。由此，对于身份关系协议的法律

适用，尤其在身份法规范供给不足情况下，仍应

保持警醒，对不同协议的法律适用作出具体分析。 

学界关于身份关系协议法律适用问题的讨论

层出不穷，整体更倾向于以身份关系协议类型划

分为基础，探究不同类型身份关系协议如何参照

适用合同编乃至总则编具体规则，几乎囊括现实

生活中各种与亲属身份关系相关的协议，而对于

身份关系协议的认定和识别则关注较少。相较而

言，后者恰恰属于身份关系协议法律适用的重要

前提，更是婚姻家庭法从立法体例上完成向民法

典回归后，贯彻法典内在价值并保持其相对独立

性所应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由于学界对身份关

系协议认定标准不同，进而导致对身份关系协议

效力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争议不断。基于此，本

文拟从身份关系协议的理论基础出发，对身份关

系协议的识别与类型进行探讨，并将《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规定作为解释论基础，进而展开对

身份关系协议法律适用问题的阐释。 

一、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 

随着社会发展，民众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提

升，市场经济规则逐渐由经济领域渗透到婚姻家

庭领域。财产法的工具理性思维侵入婚姻家庭内

部，重视权利和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迅速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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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婚姻家庭伦理观念减弱，婚姻家庭内部通过

协议为双方设定权利、安排义务的行为屡见不鲜，

意欲通过协议构建身份关系。现实生活中，当事

人之间除签订夫妻财产约定、离婚协议、收养协

议、解除收养协议等身份法中明确承认的协议外，

还出现了法律没有规定的所谓“新型”婚姻家庭

内部协议，如“夫妻忠诚协议”、夫妻“空床费”

协议等，大多数学者将这些“新型”协议一并纳入

身份关系协议范围，仅在其效力和法律适用方面

争议较大。身份关系协议并非合同，应为身份法

调整，也受到身份法上之行为特性影响，因此对

于是否属于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和判断应当持谨

慎态度，既不能过于开放，也不能简单、机械地将

与身份关系有关或者存在于婚姻家庭内部的所有

协议统统纳入身份关系协议范畴。当前司法实践

中因婚姻家庭内部协议产生的大量纠纷，因法官

认识不同，“同案不同判”现象比较突出，其首要

根源在于对身份关系协议认识不清。由此，识别

身份关系协议，确定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和特征，

对于解决实践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一）身份关系协议与合同之辨 

关于身份关系协议是否属于合同的争议早已

存在，形成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见解。两种学说

争议起点在于对我国法中“合同”概念的范围认

识不同，前者认为合同应采广义概念，身份关系

协议就是合同；后者则认为合同应采狭义概念，

仅指财产关系协议，不包括身份关系协议。《民法

典》颁布之后，有学者指出，根据《民法典》第 464

条规定，立法者是将协议作为合同的属概念，从

语义角度看，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包括人

身关系协议与财产关系协议，但从体系上看，依

据该条第 2 款，合同编关于合同的规定，不能直

接适用于身份关系协议，因此该条第 1 款所称协

议，限于财产关系协议。本文赞同该说，具体而言，

身份关系协议并非合同的理由有三： 

1.协议与合同的词义内涵不同 

《民法典》第 464 条第 1 款将“合同”定义

为“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的协议”，可见立法严格区分“合同”与“协议”

两概念，后者是前者的属概念。据梁慧星教授考

证，“协议”一词具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做动

词用时，其含义等同于协商；做名词用时，具有两

种含义：一是等同于“合意”，二是与“合同”同

义。但其严格意义应为“合意”，《民法通则》中

的“协议”一词，应解释为“合意”。由此可见，

从称谓上讲，身份关系协议不能直接称为身份合

同，“依据现今中国民法立法和理论，平等主体之

间有关财产关系的双方行为称为合同；平等主体

之间有关身份关系的双方行为称为协议。” 

2.《民法典》采狭义合同概念 

作为法律概念的合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

义合同概念专指以发生债权债务为内容之合意。

广义合同概念则凡以发生私法上效果为目的之合

意皆属之。《民法典》关于“合同”的定义中以“民

事法律关系”取代原《合同法》中的“民事权利义

务关系”，立法机关的解释强调，将“民事权利义

务关系”修改为“民事法律关系”是为了与总则编

第 5 条表述相统一。学界也认为，民事法律关系

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两者只是表述差异，并无

实质不同。可见，这一修改只是表达上的考虑，并

非调整了合同的概念范围，仍与原《合同法》对于

“合同”概念范围的界定保持一致。应予强调的

是，从原《合同法》立法史料中关于“合同”概念

范围的解释来看，合同仅指债权债务关系，并不

包含身份关系。由此，《民法典》仍系采狭义合同

概念，身份关系协议不属于合同范畴。 

3.身份关系协议与合同的属性不同 

身份关系协议是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

关系协议的统称，此类协议是以设立、变更或终

止身份关系为内容，存在伦理和情感联系，以价

值理性为导向，具有身份属性；一般财产性合同

是以设立、变更或终止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市

场交易，要求等价、有偿，以工具理性为导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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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财产属性。由于两者属性不同，故不能将身份

关系协议纳入合同范畴。 

（二）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要素 

《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所述“婚姻、收

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是对身份关系

协议范围的界定。然而，对待身份关系协议不能

以孤立的眼光分别审视“身份关系”和“协议”，

再将两者简单相加，应当以整体性、统一性视角

来认识，切不可泛化理解身份关系协议的内涵。

“身份关系协议”目前尚不是法律上的概念，一

直被作为“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

议”的统称为学界所阐述。正是由于不同学者对

这类协议的内涵范围认识不同，导致学界对于“身

份关系协议”的认识千变万化，始终未能形成统

一意见。笔者认为，将“身份关系协议”作为法律

概念有助于在学理上加深对“身份关系协议”的

理解。由此，对于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应当在明

晰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的一

般性内容基础上，提炼出其运行法则，以明确“身

份关系协议”的含义。 

民法调整自然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

民事法律行为也相应地分为身份行为和财产行为。

判断某一行为属于身份行为抑或财产行为，主要

看该行为能够直接产生、消灭或变更哪种法律关

系。婚姻、收养、监护中有关身份关系协议的意思

表示均在于发生身份变动效果，这类协议均能够

直接产生、消灭或变更身份关系，而非财产关系。

即使协议中具有财产关系变动内容，但该财产关

系变动以身份关系为前提，具有强烈的身份依附

性，与其他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法律行为有

着本质区别。例如夫妻财产约定，尽管该约定以

财产关系变动为内容，但该财产关系依附于夫妻

身份而存在。因此，夫妻财产约定是一种附随身

份的财产行为，仍应属于身份行为范畴。至于收

养协议、解除收养协议则以发生纯粹身份上的变

动效果为内容，不具有财产内容，属于纯粹的身

份行为。 

收养协议和夫妻财产约定作为身份关系协议

的典型，两者分别代表着“身份关系协议”的两大

内容，即：产生、消灭纯粹的身份关系与产生、消

灭或变更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由此，判断一项

协议是否属于身份关系协议，应当根据该协议的

内容，协议内容要么产生、消灭纯粹的身份关系，

要么产生、消灭或变更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前

者由纯粹的亲属身份法调整，后者则由亲属身份

财产法调整。 

除此之外，身份关系协议还应符合身份法的

要求，或者为身份法所明定，或者不违反身份法

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

明确强调身份关系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

律规定，身份关系由婚姻家庭法调整。尽管我国

婚姻家庭法完成了从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到回归民

法典体系的转变，但其固有的普遍性、伦理性、习

俗性、团体性和强制性等鲜明特质决定了在民法

体系中，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婚姻家庭法的这些

特性也给意思自治提出了限度性要求。具言之，

在私法自治前提下，民事主体可以依其意愿创立

法律关系，只要符合法律普遍承认的秩序原则和

公序良俗的要求则发生效力。但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要求对于财产行为和身份行为的作用力存在

明显差别。在财产法领域，意思自治可以得到充

分、独立展示。相对而言，在身份法中，意思自治

是有限度的，身份法的伦理性、习俗性、强制性等

特性决定了其必须始终警惕主体的放任行为对婚

姻家庭关系的破坏，重在强调个人对婚姻和家庭

的责任。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除坚持平等原则

外，还要充分考虑情感因素和弱者保护，在身份

法领域强调不劳者不得适合等价交换，是徒劳无

功的。由于婚姻家庭法中权利与义务带有浑然一

体不可分割的属性，因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必然

受到法律的限制。意思自治的限度性要求决定了

身份关系协议的签订在自愿的前提下还应符合身

份法的要求，不能持肆意、放任态度，行为人一旦

进入法律预定的身份关系中，便只能在这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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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活动，否则身份行为的合法性便得不到法

律确认，行为人的意思自治的范围为身份法预先

确定，应当在身份法要求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和履

行义务，行使的自由度受到一定限制。由此，除了

法律对身份关系协议的内容有要求外，身份关系

协议还应当为身份法规则所确认或符合身份法理

念要求，否则即使内容为产生、消灭、变更身份关

系或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的协议，因其得不到身

份法规范的确认或者违背身份法理念要求，仍然

不属于身份关系协议。例如“夫妻忠诚协议”“空

床费协议”等，它们既未被身份法所认可，甚或违

背身份法的伦理性，故不属于身份关系协议范畴，

实践中可作为自然债处理。 

基于此，识别身份关系协议时应当结合两大

要素：一是协议内容为产生、消灭、变更身份关系

或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二是协议必须为身份法

规则明定允许或不违反身份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

综上，可将“身份关系协议”定义为：身份法规则

明确承认或者符合身份法理念和原则要求的，以

产生、消灭、变更纯粹身份关系或附随身份的财

产关系为内容的协议。 

（三）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及特点 

基于身份关系协议识别要素中的内容要求，

可以确定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不同内容的身份

关系协议，其性质也应当有所不同。详言之，产生、

消灭纯粹身份关系的身份关系协议，内容上仅发

生纯粹身份上的变动效果，因此该类协议具有纯

粹身份性；而产生、消灭或变更附随身份的财产

关系的身份关系协议，由于其内容发生附随身份

的财产关系变动，兼具身份法上的身份性、伦理

性以及财产法上的契约性质，由此该类协议具有

身份附随性。 

根据身份关系协议的定义和性质，身份关系

协议具有如下鲜明特征：第一，法定性。身份关系

协议或者为身份法规则所明确承认，或者符合身

份法理念和原则要求，其内涵必定为身份法所框

定，因此法定性是身份关系协议的重要特征。第

二，身份性。身份关系协议不可能脱离身份关系

而存在，即使是财产内容也对身份关系具有强烈

的依附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纯粹财产性内容具有

明显差异。第三，伦理性。身份关系具有浓厚伦理

特性，即便是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变动的身份关

系协议也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身

份法的价值目标在于维系家庭，实现婚姻家庭的

社会职能，身份关系协议与身份关系密不可分，

深受身份法品格之作用，同样具有强烈的伦理性。

第四，专属性。身份关系协议虽以协议为表现形

式，但只能在具有特定身份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效

力。第五，要式性。身份关系协议发生身份法上之

变动效果，或者表现为纯粹身份关系变动，或者

为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变动。这些都属于亲属的

身份共同生活关系，对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影响，

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形式与程序，谋求社会

秩序的安定。 

二、身份关系协议的类型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对身份关系协议作出不同

划分。由于学界对“身份关系协议”内涵认识不同，

对其类型划分也存在较大差异。然身份关系协议

类型划分应基于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要素，在身

份法框架内，根据协议性质在其范围限度内进行。 

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有学者结合亲属身份生

活秩序和家庭法的内在目的，认为《民法典》中的

身份关系协议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纯粹身份

关系协议，包括结婚协议、收养协议与收养解除

协议等；二是身份财产混合协议，包含基于身份

关系而发生或解除的财产协议（如婚内夫妻财产

协议、离婚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协议、离婚财

产补偿协议、离婚给予子女财产协议）与有关身

份权利行使和义务承担并附带金钱给付的协议

（如夫妻忠诚协议）等；三是身份财产关联协议，

包括近亲属之间的意定监护协议、协议监护协议、

委托监护协议、遗产分割协议、遗赠扶养协议、继

承协议等。还有学者认为，合同规则在身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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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中的适用应当对于不同的身份关系协议分别

考虑，由此根据相关协议中身份性的强弱为标准，

将身份关系协议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有

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例如，结婚协议、离婚协议等；

第二类是基于身份关系作出的与财产有关的协议。

例如，夫妻双方订立的婚内财产制协议和离婚中

财产分割协议等；第三类是纯粹的财产协议。例

如夫妻间的赠与协议、遗赠扶养协议。也有学者

对身份关系协议分别从包含财产权益内容的身份

关系协议和收养、监护、赡养协议、遗赠扶养协议

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两个层面展开研究。除此

之外，有学者认为，身份协议可以依不同标准进

行分类。例如，依法律法规有无规定为标准，可将

身份协议区分为法有规定的身份协议和法无规定

的身份协议，前者如夫妻财产约定、离婚协议、收

养协议和解除收养协议；后者如忠诚协议、禁止

家庭暴力协议、同居义务协议、生育协议等。还可

以参照合同法关于有名合同、无名合同的分类，

将身份协议分别称之为有名身份协议和无名身份

协议。 

由此可见，当前研究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将现

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与亲属身份关系相关的协议

均纳入身份关系协议范畴，特别将具有亲属身份

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各种协议也

算作身份关系协议。这种做法势必会扩大身份关

系协议的范围和类型，因为所有身份法上没有细

化或禁止的条文，当事人均可能依此订立协议，

比如实践中出现的“夫妻忠诚协议”“空床费协议”

“晚归协议”等。若将这些协议纳入身份关系协

议范畴，恐将导致权利滥用，突破身份法中意思

自治限度要求，将会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对婚

姻家庭的稳定造成冲击。正如有学者所言，“法外

空间”映照着国家对社会的容让度和国家治理智

慧。“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婚姻法’‘私法’与

‘适用私法自治原则’之间过于简单化的衔接，

业已给理论本身以及立法司法实践造成了困境。”

由此，对身份关系协议的范围应予限缩，准确地

讲，应当基于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要素，对身份

关系协议的类型在一定限度内予以划分。基于本

文前述身份关系协议的两大识别要素，身份关系

协议的类型大致可做以下两类区分。 

一是根据身份关系协议内容的本质特征，身

份关系协议要么具有纯粹身份性，要么具有身份

附随性，由此，其类型可分为纯粹身份协议和附

随身份的财产协议。前者如收养协议、解除收养

协议；后者如夫妻财产约定、离婚财产分割协议。

如此划分以便明晰是适用身份法还是适用财产法。

纯粹身份协议以产生、消灭纯粹身份关系为内容，

该类协议还可进一步分为产生身份关系协议和消

灭身份关系协议，前者如收养协议，后者如解除

收养协议。这一区分意在设置不同的效力控制机

制。 

二是根据是否为身份法确认或者符合身份法

理念与原则，可将身份关系协议区分为身份法明

确规定的身份关系协议和符合身份法理念要求的

身份关系协议。前者包括婚姻家庭法规定的纯粹

身份协议和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之集合；后者可

为婚姻家庭领域中可能出现的新型身份关系协议

提供确认和保护的空间，以灵活应对实践中身份

关系协议的现实需求。众所周知，成文法存在一

定程度的滞后性，随着社会发展，未来可能会出

现一些新型的具有纯粹身份性或身份附随性的婚

姻家庭内部协议，这些协议只要符合身份法理念

和原则要求，也应被纳入身份关系协议范畴。如

此可回应婚姻家庭领域不断涌现的对身份关系协

议的新诉求，满足处理新型身份关系协议纠纷的

司法需求。 

三、身份关系协议的法律适用 

明晰身份关系协议的识别、性质、特征和类型

是身份关系协议法律适用的重要前提。在规范层

面，《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为身份关系协议

的法律适用提供了依据。本款为原则性规定，一

切身份关系协议的法律适用均应遵循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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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身份关系协议，其法律适

用也会存有差异，应当结合不同身份关系协议的

性质与特征确定其法律适用。囿于本文篇幅，仅

以收养协议和夫妻财产约定为例，对纯粹身份协

议、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的法律适用过程展开论

述。 

（一）《民法典》第 464条第 2款述评 

《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规定，身份关系

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

的，可以根据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参照适用合同

编规定。这一条款确定了身份关系协议法律适用

的基本要求，即首先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则，参照

适用合同编规则居于补充位置。 

1.婚姻家庭编与合同编之适用关系 

身份关系协议并非合同，严格说来，其并不具

有适用合同编的空间。尽管《民法典》第 464 条

第 2款改变了原《合同法》第 2 条第 2款的规定，

允许在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

该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但基于

这一新变化并不能得出结论：对于身份关系协议

的法律适用，身份法与财产法之间属于原则与例

外，或者一般与特别的关系。准确地讲，在身份关

系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上，婚姻家庭编规则与合

同编规则应为首要和补充的关系。具言之，合同

编并不具有直接适用于身份关系协议的资格，由

于婚姻家庭编规范供给不足，且该身份关系协议

内容涉附随身份的财产关系的变动，它虽与一般

意义上的财产性内容不同，当适用合同编个别规

则并不违背婚姻家庭法伦理、弱者保护等价值理

性要求，并有助于解决实务纠纷时，才赋予合同

编以补充的参照适用地位。因此，身份关系协议

首先要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则。具体来说，纯粹身

份协议不具有财产属性，应当首要且只能适用婚

姻家庭编，而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兼具身份性和

财产性，应当首先并且主要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则，

合同编规则仅作为补充适用的依据。 

2.如何理解“参照适用” 

《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确立了身份关系

协议参照适用合同编的空间，它属于不完全法条。

能否参照适用合同编要结合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

来确定，同时这种参照适用也不是强制性的，而

由法官酌定。 

从一般意义上讲，参照适用充分体现了法律

规范设置的精简科学。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认为，

“参照”在立法技术上属于“准用”，是一种法律

明文规定的“授权式类推适用”。通过类推方法填

补法律漏洞，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限。立法者在

本款将其明文规定，使法官在法律漏洞填补时受

到两方面限制：一是在符合参照适用合同编的情

形下，法官必须在“准用”的明示下首先尝试用类

推方法填补漏洞；二是法官必须以立法指明的法

律规范为基准进行类推。参照适用既连接了民法

典规范体系和部门体系，又是一种以灵活方式应

对未来社会变迁的智慧之举。 

根据文义解释，《民法典》第 464 条第 2 款

表达的是在身份法缺乏规范供给情况下，可以根

据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参照适用合同编。其中“可

以”一词说明参照适用合同编并不具有强制性，

换言之，即使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也可以不参

照合同编。对于是否参照合同编，由法官自行选

择。若选择参照适用合同编，则必须满足一项前

提条件，即：应当根据身份关系协议的性质确定。

根据身份关系协议内容的不同，身份关系协议要

么具有纯粹身份性，要么具有身份附随性，具有

纯粹身份性的身份关系协议具有浓厚伦理特质，

不具有财产属性，其主要内容是形成或消灭身份

关系，对于这类协议的法律适用应当严格限制在

身份法规则之内，即使身份法规则缺少规范供给，

也不能参照适用合同编，可以类推适用身份法的

其他相关规定。而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因其具

有身份附随性，因此在身份法没有规定时存在参

照适用合同编规定的可能。需要强调的是，可得

参照适用的合同编规则也是有条件的，它必须在

身份关系本质作用下改变其构成，并最终形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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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财产法的独特规则，也即处于被参照适用的合

同编规则对于身份关系协议的适用实际体现的是

一种间接作用力。就私法体系而言，身份财产法

与一般财产法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关系，而是处于

相互独立位置，尽管一般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则并

非身份财产关系的直接法源，但只要符合一定条

件，一般财产法规则会进入身份财产关系，并对

身份财产法规则发生作用。当适用合同编规则无

法体现身份关系对当事人之间协议的特殊要求时，

应以身份财产法为指导，谨慎地考虑排除对合同

编条款的适用。 

（二）纯粹身份协议之法律适用：以收养协

议为例 

《民法典》第 1105条第 3款规定，收养关系

当事人合意签订协议的，可以签订收养协议。对

于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收养子女，收养各方可以

自愿选择签订收养协议或不签订，但对于几种特

殊类型的收养，按法律规定或部门规章要求，应

当签订收养协议。具体包括：（1）儿童福利机构

进行涉外送养的；（2）收养被拐获救未成年人的；

（3）外国人来华收养子女的。由于收养属于创设

性身份行为，因此签订收养协议必须由收养人和

送养人双方亲自进行，不能由他人代理。收养协

议的当事人包括收养人、被收养人和送养人，其

主要内容必须符合收养法律制度的规定。收养协

议应为书面形式，该协议自送养人、收养人在协

议上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关于收养协议的法律适用，有学者指出，收养

协议属于纯粹身份关系协议，法律有特别规定的，

应当适用该特别规定。具体来说，由于收养对当

事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收养合意必须通过特

定形式得以展现，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反而退居其

次，因此，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要约-承诺”的规

定并不能准用于收养协议。收养协议是针对养父

母子女身份关系构建的协议，依据这一性质，其

不仅需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保护相对方的合理

信赖，而且应当符合公序良俗原则，维护以伦理

秩序底线为表征的社会一般公德和公益，因此，

关于收养协议的缔结，双方在信息的获取或提供

上应当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双重原则，以此

为基础，可以参照适用缔约过失责任规范。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并未规定收养协议意思表示瑕疵的

效力规则，只明确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

人的原则，因此，收养协议在参照适用民法典总

则编规定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还有学

者认为，收养协议存在三方当事人：送养人、收养

人和养子女，类似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对于

收养人不履行扶养义务，未达到虐待、遗弃等程

度时，送养人的救济方式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中

的继续履行责任进行违约救济。若达到虐待、遗

弃程度时，则构成根本违约，送养人可以行使法

定解除权。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对收养协议参照适

用合同编的情形提供了智识。本文认为，收养协

议属于纯粹身份协议，意思效果是为了创设养父

母子女关系，其身份因素极为浓厚，收养行为具

有的独特身份属性和身份效果也决定了对私法体

系内的收养契约范式必须进行多环节改造，其法

律适用应以婚姻家庭编规则为限。由于该类协议

不涉及具体的财产给付义务，且其并非成立收养

关系的强制性要素，不宜适用合同编规定，否则

会扩大收养协议的效力和功用。在没有完成收养

登记手续情况下，收养协议亦不具备约束力，不

能强制履行。 

（三）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之法律适用：以

夫妻财产约定为例 

实践中争议最多的当属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

的法律适用。《民法典》第 1065 条对夫妻财产约

定的主体、内容、形式、法律效力以及债务清偿作

出明确规定，但较为简单，司法实践在处理夫妻

财产约定法律适用问题时若依该条规定是难以获

得足够的规范供给的。根据《民法典》第 464 条

第 2 款，身份关系协议在有关该身份关系法律规

定供给不足时，可以根据协议的性质参照适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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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编。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兼具身份性和财产

性的双重属性，基于夫妻身份关系发生的财产关

系变动，基于其性质，可参照适用合同编。由此，

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适用，应当首先适用《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婚姻家庭编缺少规定或规定不

明时，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总则之规定。例如，关

于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条件，《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对此并未作出规定，遂可参照适用合同编和总

则编关于合同生效条件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以

欺诈、胁迫手段使另一方违背真实意思表示作出

夫妻财产约定，受欺诈方或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约定的内容必须

合法，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夫妻财

产约定无效或被撤销的，该约定自始没有法律效

力，除法定的个人特有财产外，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的一方或双方所得财产应为夫妻共同共有。 

对于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效力，《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之第 1065条第 2款明确了夫妻财产约定

的对内效力，第 3 款又明确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该约定对

于债权人的效力。可见，夫妻财产约定原则上不

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例外情形下始对第三人生效。

只有债权人知晓夫妻双方有财产约定的，该约定

可对其发生效力。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第 37条进一步明确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知

道该约定负举证责任，即必须证明在与第三人发

生债权债务关系时，第三人已明确知晓夫妻双方

有分别财产制约定。但如何判断第三人是否知情，

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示，为规范供给

不足，且夫妻财产约定作为附随身份的财产协议，

具有身份附随性，依合同编第 464 条第 2 款，可

以参照适用合同编。由此，夫妻财产约定是否对

债权人产生拘束力，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

编之第 546 条关于债权转让通知的规定，只要夫

妻任何一方有将约定通知债权人的事实，则该约

定可对抗债权人。 

此外，《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于夫妻财产约

定是否可以变更或解除也无明确规定。允许变更、

解除夫妻财产约定，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符合夫妻关系发展的实际，有利于保护夫妻各自

财产利益。但考虑到夫妻财产约定可能涉及第三

人利益，为确保夫妻财产权益和交易安全，应当

对约定的变更或解除进行必要限制。在比较法上，

多数立法例允许夫妻财产约定在生效后可以变更

或解除，但也设置相应限制。例如，《法国民法典》

要求应在结婚之前书面完成有关夫妻财产的各项

协议条款；还规定结婚两年之后，允许夫妻根据

家庭实际情况，对婚前财产协议予以变更。《俄罗

斯家庭法典》第 43条规定：“婚姻合同，根据夫

妻双方的协议可随时变更或解除。关于变更或解

除婚姻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与婚姻合同相同的形

式。”由此可见，对于夫妻财产约定，可以参照适

用合同编第 543条、562条第 1款之规定，其作为

夫妻协商一致的产物，应当允许双方在自愿基础

上予以变更或解除。但夫妻双方变更、解除原财

产约定时，应遵循夫妻财产约定的各项有效条件，

履行与订立财产约定相同的形式要件。变更或解

除的协议不得对抗已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夫妻

双方对第三人原先应承担的财产责任，但第三人

明确表示同意的除外。夫妻双方以欺诈、逃避债

务为目的的变更无效。 

四、结语 

身份关系协议内容不同，其性质和类型亦有

差别。不同类型身份关系协议的法律适用在婚姻

家庭编供给不足时，“参照适用”合同编的情形也

会有所差异。总之，身份关系协议虽非陌生概念，

但因当前学界对身份关系协议的研究整体偏向于

参照适用合同编时具体规则的选择，进而对身份

关系协议自身的理论基础着墨过少，再者，由于

学者们对身份关系协议认定的理解不同，也导致

对身份关系协议效力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争议不

断。本文立足理论探讨，确定了身份关系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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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同时对其识别要素、性质、类型和法律适用

展开讨论，希冀有助于厘清身份关系协议的理论

基础，对司法实践解决身份关系协议纠纷有所助

益。考虑到身份法与财产法之间的协调性，建议

未来修法时，在婚姻家庭编“一般规定”中确立

“身份关系协议”，明确其概念与法律性质。 

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22年第 4 期 

追寻跨国收养法律冲突解决之路——评《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解决路

径：中国经验与方案》一书 

2022-07-28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琼宇 

https://mp.weixin.qq.com/s/JI_75xfw9Pd50I5G71OfsA 

世界各国关于跨国收养问题的立法或公共政

策，经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状态，时而宽纵，时而

严苛。宽纵之时，法律毫无作为，政策犹似虚文，

致使被收养儿童之利益难于保障，因跨国收养引

发的国际民事争议频现报端，甚至跨国拐卖儿童

之犯罪行为亦屡禁不绝。严苛之时，法律失之呆

板，执法者常存偏见，以致跨国收养之路闭塞，潜

在的被收养儿童丧失获得更好的生活、教育条件

的机会，亦与跨国收养的国际发展趋势相悖。 

究其原因，或许与各国国内收养法律制度之

间迥然有异，存在明显的法律冲突有关。为保障

被收养儿童的生存权益，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符

合我国国情的跨国收养良性运行机制，有必要探

寻跨国收养法律冲突之解决路径，为我国收养立

法和司法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蒋新苗教授

所著的《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解决路径：中国经

验与方案》一书试图解决前述问题。本书由武汉

大学出版社于 2022年首版，笔者有幸首批阅读本

书文稿，现结合阅读体会发表书评如下，以飨诸

君。 

一、探索与追寻：研究脉络与内容提要 

本书以探求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问题的最

优路径为核心目的，全书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一

章系从宏观角度对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历史和现

状进行梳理，就跨国收养法律的调整对象和渊源，

跨国收养法律冲突产生的客观基础、内在根源和

法律冲突外化类型的主要特征进行系统性分析。 

一方面，本章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在就跨国收

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深刻地揭示了跨国收养实践对各国跨国收养立法

和公共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章

亦就全书研究的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类型进行了

限定，并运用综合比较的研究方法进行基础性剖

析。 

本书研究的跨国收养法律冲突外化类型主要

包括下述五个方面：跨国收养关系成立地确定的

法律冲突、跨国收养当事人应具备的基本要件的

法律冲突、跨国收养同意权行使的法律冲突、跨

国收养效力的法律冲突和收养关系的解除或撤销

的法律冲突。 

在提出本书拟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之后，本

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个案分析方法，详细梳

理了欧洲理事会、美洲国家组织两个国际组织为

解决区域性跨国收养法律冲突问题所作出的努力，

并重点介绍了 1967年《关于儿童收养的欧洲公约》

及修订稿和 1984年《美洲国家间关于未成年人收

养的法律冲突公约》的起草（修订）过程、主要内

容、特点和局限性。 

前述两个章节是作者探索跨国收养法律冲突

解决方案的第一次尝试，在本书中起到了承前启

后的作用，即通过总结两个重要区域性跨国收养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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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冲突解决方案的成就和缺陷，不仅为进一步

论述全球性跨国收养法律冲突解决方案奠定了基

础，也为中国方案的提出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随即作者将研究视角由区域性视角转为全球

性视角。本书第四章以海牙《跨国收养方面保护

儿童及合作公约》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

海牙《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的主

要价值、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及其消除对

策。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自本章开始，本书的研究

内容更加务实，不局限于对公约起草背景和主要

内容的介绍，而是更加关注公约在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客观障碍，并且试图以此为引就我国收养实

践中存在的弊病进行剖析和反思。例如，本书在

论及跨国收养的从属性原则的遵守问题时，即通

过例举大量实例，对我国部分儿童福利机构无视

跨国收养的从属性原则，草率拒绝国内符合条件

的收养人的收养申请现象进行了批判和思考。 

从第五章开始，本书的研究视角由国外逐渐

转向国内，开始尝试探讨我国跨国收养法律冲突

的解决机制的完善问题。第五章是本书的点睛之

笔，是本书前四章进行探讨和论证的目的所在，

充分表达了作者在跨国收养法律冲突解决问题上

的主要观点，提出了完善我国跨国收养法律冲突

解决机制的对策，并试图就跨国收养法律适用条

款的构建进行检讨。 

本章提出的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对策，

主要包括完善跨国收养关系成立实质要件法律适

用规范、完善跨国收养关系成立形式要件法律适

用规范、完善跨国收养效力法律适用规范、完善

跨国收养关系解除法律适用规范、强化海牙跨国

收养公约在我国的实施机制五个方面。 

第六章则是第五章论述内容的延伸，是作者

将学术观点应用于收养实践的探索和尝试。作者

试图以点带面，在对我国与德国、瑞士两个欧洲

国家收养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我国与

德国、瑞士之间存在的收养法律冲突进行剖析，

并提出解决前述法律冲突的具体路径。 

二、经验与情怀：研究特点与主要贡献 

以往关于跨国收养法律冲突问题的研究成果，

或因局限于某一特定问题而缺乏体系性，或混同

于其他国际私法研究成果之中而丧失独立性。本

书是有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解决路径的一本系统

性研究著作，本书作者长期深耕跨国收养法律问

题，本书亦是作者多年研究积累的提炼和总结。 

本书参考全球性或区域性解决跨国收养法律

冲突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跨国收养实践存在的

客观问题，在探究跨国收养法律冲突基本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原

则和具体方案，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

实践意义。 

本书既为读者提供了详实的研究数据和第一

手参考资料，也为我国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问

题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更为后来者进一步研

究相关理论问题指明了研究趋势与方向。 

首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贯穿于本书研究

的始终，本书字里行间均能体现出作者对被收养

儿童利益的关切之情。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联

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最重要的核心原则。前述

公约第 21条提出，在所有的寄养和跨国收养过程

中，应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并提出了五项

具体要求。前述条款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跨

国收养领域的具体体现。 

本书在对跨国收养法律冲突方案进行理论构

建和规则设计时，旗帜鲜明地将儿童最大化原则

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作者在书中指出，“应注意

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融入儿童收养安置的顶层

设计”。同时，作者在具体法律问题探讨的过程

中，也结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展开论述。例如，

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第 28条第 2款关于收养效力准据法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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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批判时，即将违反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

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从本书的内容来分析，关注儿童的最大化利

益正是作者写作的初心。作者试图既避免儿童因

过于严苛的跨国收养成立要件而丧失获得良好生

活、教育途径，又保障被收养儿童的合法利益免

受非法侵害，在限制失范的跨国收养与遵循跨国

收养国际趋势之间痛苦地左右徘徊，认真探索与

求证。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是本书写作的重要风格。

这里所称的实际，既包括各国国内收养法的立法

现状，也包括全球性或区域性跨国收养公约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更立足于国际和国内收养实

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作者在探讨法律问题时，密切关注我国收养

立法和收养实践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趋势。例如，

本书第五章在探讨我国跨国收养法律冲突机制完

善对策问题时，作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对我国

跨国收养实践从萌芽到迅猛发展，进而逐步降温

的发展历程和趋势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剖析，并就

法律和公共政策在前述收养实践中发挥的作用进

行评价和检讨。 

同时，详实的研究资料与研究数据使本书的

研究成果更加丰满。真实可靠的实证研究数据，

将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加趋近于真理，也更

能使读者信服。首次阅读本书，笔者就对书中详

实的研究数据和资料深感震撼，就作者科学求实

的研究工作态度钦佩不已。同时，作者并未满足

于简单地列举研究数据，而是在对研究数据进行

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跨国收养的发展趋势，

从而作为支撑本书核心观点的重要佐证。 

最后，提出中国经验与方案是本书写作的落

脚点。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对收养实

践现状的描述，也不局限于对全球性或区域性现

存法律冲突解决经验的参考与借鉴，而是立足于

就我国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并提出我国解决跨国

收养法律冲突的方案和对策。例如，本书第二章

不满足于对《关于儿童收养的欧洲公约》及其 2008

年修订稿关于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新方案与

突破进行检讨，还明确提出了我国应对前述国际

立法革新的因应对策。 

同时，在法律理论探讨之余，作者充分关注了

我国跨国收养早期实践中存在的侵害被收养儿童

利益，甚至利用跨国收养牟取私利的现象。我国

作为全球主要的跨国收养送养国，每年均有大量

儿童因跨国收养而到国外家庭生活和接受教育。

作者在书中指出，由于我国早期收养立法和公共

政策的不完备，收养公证流于形式，行政管理体

制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未建立后勤

跟踪调查机制等原因，我国早期跨国收养乱相频

生，不仅巧立名目收取高额的涉外收养服务费用，

跨国收养制度甚至沦为个别不法分子倒卖儿童，

牟取暴利的工具，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长期诟病。 

作者提出的担忧令人感同身受，记得笔者早年曾

经看过 2012年韩国家庭伦理剧《芭比》，面对收

养人与送养人之间的狼狈为奸，难以帮助朋友的

美国女孩芭比那张写满了道歉的纸，无法拯救被

收养妹妹生命的韩国女孩顺英那无助的呐喊，令

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针对前述问题，虽然作者

仍试图使用平和的、学术化的语言来展开论述，

但在书中的字里行间已经能够体现出作者对我国

个别地区跨国收养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乱相痛心疾

首，对部分行政机关和儿童福利机构的失职失范

行为愤慨之至，对遭受侵害的被收养儿童的不幸

遭遇的关切与同情跃然纸上。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我国跨国收养实践中

存在的部分矫枉过正的倾向也给予了负面评价。

作者在书中指出，受到海牙《跨国收养方面保护

儿童及合作公约》实施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就跨

国收养法律冲突问题，我国实务界长期持保守性

的观点，消极回避对跨国收养法律冲突解决机制

的探索，拒绝来自与我国收养法存在法律冲突的

国家的收养人的收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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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只有来自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意

大利等 17 个国家的收养人可以到我国收养儿童。

这种做法虽然在表面上使跨国收养法律冲突问题

得到部分解决，但或将导致部分确有跨国收养需

要的儿童无法获得国外家庭能够提供的更好的家

庭照料和教育条件，亦难于谓之与跨国收养国际

发展趋势相吻合。 

在本书第六章中，作者择取了德国和瑞士两

个与我国收养法存在法律冲突的欧洲国家，通过

分别梳理我国与德国、瑞士国内收养法的历史沿

革与现状，就双方国内收养法存在的现实冲突提

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策略。针对这一问题，

作者在书中评论称：“必须直面现存的问题，不

可回避，更不必讳莫如深，切勿消极等待；否则有

可能贻害无穷，祸及后世”。或许作者的前述评

论有夸张之嫌，但不可否认作者敢于直面困难问

题的勇气，以及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问题的决

心。 

三、商榷与反思 

阅读本书，犹如与作者促膝长谈，作者理论功

底深厚，而论证过程又深入浅出；书中严谨的论

证令人如饮美酒而陶醉其中，书中精妙的见解令

人茅塞顿开而受益良多。然而，金无足赤，书中部

分见解或许仍存在有待商榷之处。例如，本书中

提出下述立法建议：“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人

和被收养人的共同属人法。没有共同惯常居所或

共同国籍的，适用被收养人的惯常居所地法或最

密切联系地法。”虽然前述观点在表面上考虑到

了我国被收养儿童的利益，但在收养实践中可能

存在缺乏实际可操作性的问题，反而易于引发争

议。 

就通常情况而言，跨国收养关系成立以后，被

收养儿童将随收养人到其他国家定居，因收养而

引发的诉讼通常也将由收养人居所地国法院管辖，

强调适用被收养人惯常居所地或最密切联系地法，

通常与适用收养人属人法通常并无实质差异，且

容易因理解差异而引发争议。 

由此，学界主流意见倾向于将有关跨国收养

效力的准据法选定为收养人属人法，以期保护和

维持已经成立的跨国收养关系。同时，若将准据

法选定为收养人属人法，也或将促使送养人在送

养儿童时主动关注收养人属人法，作出更为审慎

的送养决定。 

另一方面，或许限于篇幅或书稿体系性的考

虑，书中就部分问题的讨论尚显不足，深有意犹

未尽之感。例如，区别于国内收养，跨国收养的被

收养儿童通常随收养人到国外定居，如果不建立

必要的后期追踪调查机制，掌握被收养儿童接受

生活照料、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情况，将使被收养

儿童的权益难于得到保障。受制于各国法律和公

共政策之间的差异，后期开展追踪调查的难度和

成本均较高。特别对于我国这种送养大国而言，

前述问题亟待解决。 

本书在探讨有关我国涉外收养关系成立形式

要件法律适用规范的完善问题时，重点关注了涉

外收养的追踪调查程序，并就中国儿童福利和收

养中心当前实行的安置后报告制度表示担忧。再

如，有关同性配偶收养未成年子女的问题，虽然

我国《民法典》并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但丹

麦、瑞典、荷兰、法国等诸多国家已经开始认可同

性婚姻，部分国家甚至允许同性伴侣收养未成年

子女，我国现实生活中同性伴侣的现象并不鲜见，

在探讨跨国收养法律问题过程中亦应将其列入考

量范围。在评述《关于儿童收养的欧洲公约》及其

修订稿时，作者明显已经意识到前述问题的存在，

甚至就《关于儿童收养的欧洲公约》修订稿允许

同性伴侣收养未成年子女给予肯定性评价，但并

未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继续进行探讨，甚为遗憾。 

谋求各国国内收养法的趋同或一致，无疑是

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最理想方案。然而，区

别于合同法等财产法，以人身关系作为主要调整

对象的收养法更容易受到各国显著差异的风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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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宗教信仰乃至人口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

国内收养法不仅内容差异极大，立法理念亦各不

相同，短期内并不具备实现各国国内收养法趋同

或一致的可能性，只能作为一种理想去追求并朝

着该方向努力。 

由此，承认各国国内收养法存在法律冲突的

客观现实，探索构建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的解决机

制，是解决当代跨国收养法律适用难题的“次优

选择”，也是更具备可行性的研究路径。知之虽

艰，行之维艰，跨国收养法律冲突解决路径的探

寻显然并不容易，本书亦不可能给读者一个完美

的答案。或许作者也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国际民

间组织提出的倡议，还是专家学者的奔走呼吁，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跨国收养的法律冲突问题。

真正意义上解决跨国收养法律冲突问题并使跨国

收养法律机制能够长期良性运行，需要整个国际

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这种意义上，本书的研究成果也应该是开

放性的，并非是学术权威者的说教，而是寄托着

一位学术领航者的期盼和嘱托，作者试图提出富

有探讨价值的学术问题，期冀引发理论界和实务

界对跨国收养法律冲突现实问题的关注，通过严

谨的学术论证和开放性的研究结论为读者预留继

续思考与深入研究的空间，以上或许这正是作者

的良苦用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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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视点/律师风采  

反客为主｜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 

2022-06-29  家族律评  吴卫义 

https://mp.weixin.qq.com/s/T8NI4ZylMJpGtAQ7yJmfhw 

编者按：《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2009年由

法律出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

将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计”智慧，反映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2022 年初，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

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同喜好者分享，以喜迎

2022年新的开始！本文为原沪家律师事务所吴卫

义律师初稿，难免有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原文 

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 

——《三十六计·并战计》 

２、释义 

在离婚诉讼中，如果对方有空隙和漏洞，就抓

住机会，插足其中，以致把握其势力的关键，这是

循序渐进的结果。 

这是循序渐进的结果。 

３、案例 

不动声色待时机 反客为主突重围 

小兰子（化名）与大黑子（化名）在上海某大

学是校友，读书时在一次偶然的同学聚会中相识，

双方对对方都是一见钟情，很快双方就确定了恋

爱关系。 

之后，在学校的小河边、小树林中能经常见到

两人幸福的身影，树上的小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虽然双方在学校中热恋，但并没有影响两人在学

校中成绩的优秀，两人在大学毕业时都被评为优

秀毕业生，因为两人原籍不在一个城市，大黑子

放弃了原籍优越的工作安排，毅然与小兰子一起

留在上海共同创业。 

大黑子的决定让小兰子坚定了与大黑子私定

终生的决心，虽然小兰子的父母对他们的婚姻极

力反对，但他们还是力排众难，有情人终结连理。 

在婚后的前几年里，双方都非常努力，大黑子

也对小兰子非常体贴、关心、照顾，小兰子觉得自

己幸福得就像一朵花儿，也非常开心自己当然的

选择。在同学的聚会中，他们的故事总是被同学

们提到最多，他们的幸福生活总是被同学们羡慕

最多，小兰子认为自己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美中不足的是，大黑子与小兰子结婚都快三

年了，还没有孩子。 

小兰子知道他们可能有一方在生理上有问题，

小兰子就将自己的想法与大黑子进行了交流，大

黑子非常大度地提出双方抽个时间一起去医院作

个检查。后经医院检查确定，双方未能生育的原

因是大黑子的生理原因。经过医生的治疗，半年

后，小兰子终于怀孕了，这下可让他们高兴坏了，

大黑子马上就让小兰子辞职回家安心养胎。十个

月后，女儿出生了，小兰子及家人都非常高兴，大

黑子的脸上却没有太多笑容，小兰子也感觉到了，

但因太高兴，并没太在意。因为小兰子系难产，所

以女儿出生后，医生就建议小兰子最好不要再生

育子女，否则会影响小兰子的身体。 

因为大黑子是独子，所以大黑子的父母一直

有个心愿，要大黑子再给他们生个大胖孙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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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家后继有人。大黑子就将想法与小兰子讲了。

但小兰子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大黑子思想封

建，并且少生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而且医生也

不建议小兰子再生第二胎，双方就此分歧闹得非

常不开心。 

女儿出生后，小兰子就开始专心做起了全职

太太，大黑子与朋友也合伙开起了公司。公司的

业务非常好，大黑子开始有大老板的气势了，在

家里经常对小兰子进行指责，最后发展到大黑子

常常夜不归宿。小兰子想，为了女儿，也只能忍受，

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往下过，虽然没有初婚时幸福，

但日子还是勉强维系。 

这样的日子终于在 2007年 2月的某一天被打

破了。2007年 2月 18日大年初一，大黑子就与小

兰子讲，因公司业务在发展，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客户需要打点，所以想用春节的时间来安排。小

兰子一听是关系公司发展的重要事情，就非常理

解地同意了大黑子的安排，并且安慰大黑子不用

考虑去给自己父母家拜年的事。 

大黑子走后，小兰子就一人带着女儿去了娘

家，父母对大黑子非常有意见，认为他再忙也不

能不陪着老婆和孩子给他们拜年，但小兰子还是

帮着大黑子解释，与父母弄得不开心，小兰子的

内心非常痛苦和孤单，但一想起大黑子也是为了

让她们母女俩的生活过得更好，也就不再责怪大

黑子了。 

小兰子与女儿在娘家过的几天还算开心。大

年初四上午，小兰子的手机突然响起，是一个陌

生的号码。小兰子问：“喂，您好，请问哪位？” 

对方并未马上说话。小兰子很奇怪，又问：

“你好，哪位，请说话。” 

一会儿，手机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小兰

子，我叫朱娇娇（化名），是大黑子的现任老婆，

大黑子说了要与你离婚，我告诉你，你还是识趣

点，不要纠缠大黑子了，大黑子现在就睡在我旁

边。” 

小兰子当场听傻了，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用另一只手重重地掐了一下自己

的大腿！这不是梦，自己没有听错。小兰子故作平

静，给对方回了一句话：“你打错了。”然后用哆

嗦的双手将电话掐断，并将手机关机。 

为了不让父母察觉，她一个人在洗手间平静

了十几分钟。然后告诉自己的父母说，今天有个

同学要去家里，所以现在得回家一趟，女儿就暂

时放在父母家，过几天再来接。 

从父母家出来后，小兰子的心情就无法再平

静下来。平时节俭的她，已无力坐公交，叫了一辆

的士，到家后，打开家门，几天没人居住的家让小

兰子感到凄凉和陌生，平时一尘不染的客厅餐桌

也有一层灰尘，阳光透过窗户的玻璃照到餐桌上，

清晰地看到灰尘在阳光中肆无忌惮地集体跳舞。

虽然房子的女主人回来了，但它们对小兰子视而

不见。 

小兰子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力，丑陋的灰尘

都可以对她这样，但她却无力反抗，何况人呢！ 

现在，小兰子什么也不愿意想，什么也不愿意

做。不知道怎么想，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一个人躺

在床上，从无声的静默到放声大哭！哭累了，睡着

了，又突然从恶梦中惊醒。平静了片刻，认真地回

想了一下近期大黑子的表现，近几年大黑子总是

出差，经常夜不归宿，接电话总是很神秘，手机总

不离身。 

小兰子开始琢磨这个叫“朱娇娇”的女人电

话中所说的。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她知道这个时候

一定要平静，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小兰子从床上跳起，打开窗户，用抹布将餐桌

上的灰尘用力擦去。在阳光大胆地照耀下，灰尘

已不再那么嚣张，很多灰尘已不见踪影，只有少

量不成气候的灰尘小兵们在胡乱地逃难。 

大年初五下午，大黑子开车回到家中，小兰子

没有主动与大黑子说起这事。大黑子的表现，让

小兰子感到大黑子可能还不知道朱娇娇与她联系

的事，小兰子将计就计，装作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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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八，小兰子急匆匆来到上海沪家律师

事务所办公室，与律所前台讲想请两位专业律师

代理她的案件。与吴律师见面后，小兰子详细地

跟律师讲述了她的遭遇和她所面临的问题。 

吴律师听完小兰子介绍后，首先建议小兰子

对此事进行核实，并告知小兰子，如果是他人恶

作剧，轻易采取行动可能会导致一个幸福家庭的

破碎；如果男方有外遇是事实，并且小兰子又决

定离婚，那就应当非常注意一些事项并采取一定

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律师建议

小兰子在当前阶段应注重收集一些证据，并指导

小兰子如何有针对性地收集证据。 

小兰子听完律师的建议后，觉得律师讲得非

常有道理。离开律所后，她即与大黑子的合作人

及他们的朋友联系了解情况，大家对小兰子的遭

遇都非常同情，纷纷向小兰子披露了实情。 

原来，朱娇娇原是大黑子的下属，因工作原因

双方接触非常多，之后双方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两年前两人已生了一个男

孩，大黑子也已购买房产给他们居住。大黑子与

朱娇娇在朋友圈子里或单位都以夫妻名义相称，

大家都知道大黑子有两个老婆，大黑子本人在外

也声称自己有两个老婆。真可谓“全世界人都知

道了，就小兰子不知道！” 

小兰子查明真相后，再次与吴律师取得联系，

真正启动这个案件。律师着手与小兰子分头落实

案件的证据收集工作。当律师调查了解到大黑子

在朱娇娇的老家某市的某酒店举办过婚礼，小兰

子就与律师共赴该地，与酒店、婚庆公司交涉，通

过大量的努力，他们取得了大黑子和朱娇娇以夫

妻结婚名义办理过婚礼的有利证据材料。同时，

关于财产的证据调查工作也有了新进展，大黑子

以第三者朱娇娇的名义购买了上海市另外三处房

产，价值不菲。而且该三处购房款的支付经调查

也都是从大黑子的银行账号直接转账至房产公司

的。最后，经全盘核算，能确定的双方共同财产的

数额价值约人民币五千多万元。 

律师认为这时已到了小兰子与大黑子直接谈

判的时机了，因此，律师建议小兰子自己先与大

黑子谈判，如谈判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目标，律师

再择机出面参与谈判。 

小兰子按照律师的安排，当晚便向大黑子摊

牌。但大黑子听后，却表现得非常平静。大黑子淡

淡地对小兰子说：“你说的都是事实，我承认，我

也知道你早晚会知道，现在你知道了也好，以后

我们三个人也不用瞒着过日子了，以后你们两个

人好好相处吧，你们两个老婆我都要，如果你不

同意，那我们就离婚吧。” 

听到大黑子如此厚颜无耻的回答，小兰子再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想到当年很有素养

的大黑子现在变得如此禽兽不如。小兰子认为大

黑子的要求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她无论

如何也接受不了。于是，小兰子提出离婚，并且要

求大黑子给她四千万元的财产。但大黑子却是一

位视钱如命的人，坚决不同意小兰子的要求，双

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律师开始出面与对方谈判，小兰子与律

师对谈判的准备充分程度，让大黑子非常意外。

最终大黑子答应给小兰子二千万的财产，可是这

个谈判结果与小兰子的心理预期还是存在一定差

距，因此，双方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于是，律师果断建议小兰子可以开始启动重

婚罪的刑事自诉程序。上海某法院受理后，对该

案非常重视，并指派了刑庭业务最精湛的某位女

法官审理。在律师及小兰子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并

且极力要求下，法院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并将案

件移送至公安部门进行补充侦查，并且经报检察

院同意，将大黑子和朱娇娇逮捕，之后法院将案

件按公诉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 

在充分的证据下，大黑子和朱娇娇无法抵赖，

他们也感到自己罪责难逃，后双方在法官主持下

进行调解。最终大黑子同意给小兰子价值约三千

余万元的财产（占共同财产价值的 70%以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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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子也愿意出具谅解书，法院按双方的意愿对大

黑子作出了较轻的刑事处分判决。 

 

４、评析 

许多经历过婚姻变故的当事人，都认为离婚

就像一场战争。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没有枪炮

声，但离婚对一个人的影响却不亚于战争。在离

婚的战场上，可能需要双方比拼体力、精力、财力、

心理、智慧、计谋等，其中最重要的首当是心理和

计谋。如果一个当事人心理素质强、心态调整得

好，而且在处理案件时能依靠计谋，则该当事人

在离婚案件中一般不会吃亏，并能争取处于上风。 

根据我们律所处理过的大量离婚案件的经验，

当事人要想在离婚案件中争取更多合法权益，绝

不能指望对方的大方、同情、自觉，而是要靠自己

的努力去争取，要运用合法的手段、运用合适的

计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有许多当事人都表示

自己最缺少的是能静下心来思考案件的计谋，在

案件处理的关键时刻，总是冲动多于理性。当然，

因为大部分当事人一般都是第一次经受离婚案件

的冲击，要让当事人当作离婚案件与自己无关，

并理性对待，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有

的时候，在自己无法冷静下来决定该如何处理离

婚的问题时，至少应冷静下来知道应去寻求有力

外援。 

本案中，小兰子在最关键的时候，能主动联系

律师，并按律师的安排沉着应战，认真收集案件

有关的证据材料，最终得以反客为主，逼迫对方

就范，是本案成功的关键。

美人计｜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一 

2022-07-01  家族律评  孙伟航 

https://mp.weixin.qq.com/s/HSxb3oD0V1YGuhzzn7rtvg 

01、 原文 

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

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三十六计•败战计》 

02、释义 

找到对方的弱点，投其所好，以美人为诱饵，

让对方的联盟破裂，或者迫使对方上当，从而达

到一举得之的效果。 

03、案例 

妻子费尽周折转财产 

丈夫以美为策巧夺胜利 

我们在处理离婚案件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方

为了让对方少分或者不分财产，而绞尽脑汁地对

财产进行隐匿或转移。有些当事人在离婚前一年

甚至几年就开始进行转移财产的准备工作，而且

做得极其具有隐秘性、合法性。因此，另一方当事

人如果不谨慎对待，认真分析，则极有可能无法

识破对方的招数，从而丧失诉讼的主动权及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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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益，如何正确地运用策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所在。 

2007年底，大黑子（化名）来律所面谈咨询，

说自己接到法院的传票，妻子小兰子（化名）已经

正式起诉离婚。大黑子和小兰子在浙江省 A 市居

住，A市是全国著名的民营企业较发达的城市，大

黑子和小兰子一直以来也是经营着一些家族企业。 

大黑子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到 A 市工作后与

小兰子相识，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大黑子起初并

不知道小兰子的家庭背景。小兰子的家人都是在

A 市经营企业的，家庭环境非常富裕，所以一开始

并不同意两个人的婚事。但是生性多疑的小兰子

认为其他人追求自己是冲着金钱，而经过反复试

探，只有大黑子真正喜欢的是自己的人。看到小

兰子如此坚持，家人也只好成全。 

两个人结婚后，按照惯例夫妻都进入到自己

家族经营的企业里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

公司股权和合伙企业的份额转入到小兰子的名下，

而大黑子只是进入到公司企业的管理层，除了拥

有一家用于资金回转的空壳公司的部分股权，并

无其他有较大价值的财产。主要原因就是小兰子

多疑和猜忌的性格，她对丈夫一直进行严密的提

防，总是害怕丈夫取得了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后抛

弃自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婚后双方的感情持

续下滑。大黑子每次在外面开会或者陪客户，小

兰子都会 20分钟左右打一个电话，并让公司的人

接听电话以证明他说的确属事实。为了防止丈夫

出轨，她规定丈夫外出办任何事都必须带着公司

的人一起去，而且只能是男性员工。 

对妻子的多疑，大黑子一开始都容忍了，但是

越来越过分的做法让他感到非常压抑。因此和小

兰子大吵了几次，小兰子由此认为丈夫心存不轨，

以至于后期连公司的财务报表都不准大黑子查看，

大黑子在公司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要经过小兰子

的审批才可执行。 

夫妻感情已到如此田地，加上家人的劝说，小

兰子暗自下定决心与大黑子离婚。大黑子认为，

小兰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财产转移和隐匿行为，包

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她联合家人将丈夫慢慢排除在几个核

心家族企业的管理层之外。连大黑子唯一拥有股

权的某空壳公司都注销掉。接下来就是对自己名

下财产的转移和隐匿。她把自己名下所有优质的

公司股权通过协议转让给娘家人，然后把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的“转让款”分别投入到一个合伙企

业 B和合伙企业 C中。 

其次，大黑子认为小兰子在制造“假债务”。

大黑子认为小兰子和在 A 市经营企业的许大壮串

通签署了一份假的借款协议，协议约定许大壮借

款 850 万元给小兰子。小兰子为了消化掉这笔借

款，从其父母处借用 600 万增资到合伙企业 B 以

及合伙企业 C中，并且都做好了相关的登记备案。

此举主要是表面上将从许大壮处借款的 600 万元

消耗到 B 和 C 两个企业中，只剩余 150 万元左右

留在自己的手里。下一步就是将合伙企业 B 进行

负债破产。小兰子故意让 B 和自己家的其他企业

进行生意来往，致使它背负巨额债务，并让家族

其他企业作为债权人（包括小兰子父母的企业）

到法院起诉，要求 B 企业破产清算。因此合伙企

业 B 的所有资产用来履行了部分债务，等于说从

小兰子父母那里借的 600 万元增资 B 企业之后，

现在又还给了他们一部分，但是在表面上却合法

的消耗了 850 万元借款中的 600 万元。作为占绝

大多数份额的普通合伙人小兰子，自然而然要对

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从剩余的 150 万元借

款作为偿还 B企业的连带债务转移到其父母处。 

这样一来，串通许大壮制造的 850 万元债务

已经通过一系列的运作“合法”的蒸发了 750 万

元，只剩下了增资到 C 合伙企业的 100 万元。事

实上小兰子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在合伙企业 B 上，

其根本目的是让名下优质资产份额可以顺利地转

移，不被大黑子分割。 

对于合伙企业 C，之前小兰子持有的合伙份额

通过转让其他公司股权的增资和第二次从许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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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借款增资额 100万元，已经达到了 800余万元。

C 企业是一个在 A 市乃至周边地区都数一数二的

合伙制超大型娱乐城。由于娱乐城规模较大，所

以合伙人除了小兰子及家族成员持有份额外，另

有其他合伙人。为了规避小兰子转移财产中的风

险，小兰子在 2006年底表示自己希望退出管理层，

作为一个有限合伙人只参与分红，此举也获得了

娱乐城其他所有合伙人的全部同意，并变更了合

伙协议。此举的目的很简单，根据《合伙企业法》

规定，合伙企业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企业是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

共同出资组成，有限合伙人可以是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有限合伙人不

能代表本企业从事经营活动。但根本区别在于有

限合伙人只以自己认缴的出资为企业承担有限的

责任，且转让持有合伙企业的份额时其他合伙人

没有优先购买权。如果作为普通合伙人，小兰子

在转让自己的合伙企业份额时其他合伙人具有优

先购买权。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也为了让其名下

合伙份额转让的步骤更加合法化，小兰子运用

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新增加的有限合

伙人的规定作为烟幕。在将娱乐城变更成有限合

伙企业之后，小兰子和许大壮签订了还款协议，

将自己在娱乐城的有限合伙份额共计 800 万元转

让给许大壮所有，以清偿许大壮的欠款。为了做

得更加合法化，小兰子甚至找了专业的评估机构

对转让的娱乐城份额进行了评估。 

至此，大黑子认为，小兰子用了将近一年的时

间将其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份额全部转移完

毕，并制造了 50万元的夫妻共同债务。 

在了解了情况后，我们也感到案件的复杂。除

去小兰子家族在当地的地位和权势，单凭如此复

杂的资金流转程序和多家企业牵涉其中，已经让

相关证据的收集工作异常困难。 

鉴于案件的复杂性，我们立即组织律师成立

了一个小组，对于本案的所有细节进行反复的推

敲与研究。即便是看起来非常完美的财产转移手

段必然也会有漏洞，我们只有找到这个漏洞才可

能把握案件的主动权。 

第一步，麻痹对手，争取时间。 

根据当事人对案情的陈述，我们判断大黑子

和小兰子之间并不存在原《婚姻法》第三十二条

四种法定判决离婚的情形，所以根据司法审判实

践，大黑子如果坚决不同意离婚的话，法院对第

一次诉讼是不会判决离婚的。小兰子要在六个月

后才可以提起第二次诉讼。大黑子先单独出庭以

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为由坚决不同意离婚。此举是

为了争取时间，以便于做更充分的离婚财产证据

收集的准备。不出所料，一审中，法院以感情尚未

完全破裂为由，判决双方不准离婚。 

第二步，寻找漏洞，积极备战。 

在大黑子单独出庭应诉之际，我们已经前往 A

市对涉及本案的所有企业和财产进行了地毯式的

调查取证，希望可以找到小兰子转移财产的漏洞。

在法院判决书下达的时候我们已经带着调查获得

的材料回到了上海进行分析。由于财产涉及的企

业和登记机关较多，单是卷宗就装满了两个旅行

箱。我们仔细分析了所有证据，在法律程序上几

乎找不到漏洞，如合伙企业 B 的增资、负债、清

算解散都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娱乐城的合伙协

议变更，普通合伙人转为有限合伙人的登记、备

案也都合法有效。看来从财产流转方面取得突破

性的进展比较困难，我们立即转变思路，将目光

集中在债权人许大壮身上。通过大黑子的介绍，

我们知道许大壮和小兰子早就相识，而且两个家

庭的关系一直不错经常会在生意上有往来，曾经

也有过较大额的资金相互拆借的现象。在民营企

业较发达的 A 市，企业家之间在资金周转困难或

者进行大项目投资的时候相互借贷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小兰子的家族企业经营

状况相对较好，没有出现较大的亏损，而小兰子

借钱后并未用于其他项目的投资或者开办其他公

司，在借款之前反而将名下大部分优质的股权和

资产转移到一个从没有盈利过的企业，这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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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常理。所以许大壮的出现是非常可疑的。我

们立即建议大黑子想办法查清许大壮与小兰子的

相关背景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全力调查，结果

让大黑子大吃一惊，原来许大壮和小兰子已发展

为秘密情人关系，交往了近 2 年的时间，大黑子

对妻子的这段婚外情丝毫不知。 

第三步，得敌方破绽，以美人为计谋。 

虽然知道了小兰子和许大壮两个人的婚外情，

但是他们在交往时却异常小心，在公众场合从来

没有过亲密行为，调查所拍摄的两人照片相距最

近的也有一米左右。这些作为小兰子婚外情的过

错行为的证据显然是没有力度的。反过来看财产

部分，只要能够找到小兰子与许大壮的债权债务

关系是虚假的证据，我们至少可以追回夫妻共同

财产 800余万元。 

而在之前，大黑子不仅分不到任何夫妻财产

反而要承担 50万元共同债务中的一半。大黑子希

望我们作为原告马上起诉离婚，并且一天都不想

拖下去，但是作为律师，我们非常清楚凭借目前

手上的证据和砝码想要扭转整个案件是非常困难

的。在向大黑子分析了利弊之后，我们就案件下

一步的进展进行了研究。 

我们认为小兰子这个人生性非常多疑猜忌，

对待自己的丈夫都如此不信任，何况交往不久的

许大壮，所以在假造债务转移娱乐城的合伙份额

时肯定有一些保护性的措施，比如两个人私下签

订的协议等，以防止假戏真做。如果找到这样的

证据，那么对大黑子就非常有利了。所以可以想

办法从许大壮身上着手，将假造债务的证据调查

出来。大黑子马上想到派一个人接近许大壮，可

以在他身边寻找证据，他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在杭

州某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不久的表妹李美美，希

望她可以帮助自己找到许大壮与小兰子串通的证

据。李美美立即允诺并从杭州赶到 A 市，通过朋

友的安排下顺利进入到许大壮经营的企业里做文

秘和翻译工作。许大壮的企业主要从事外贸出口，

李美美漂亮的长相和优秀的外语能力使其经常跟

随企业高层和许大壮一起陪客户应酬和谈判。所

以李美美的介入为证据的收集起到了很好的铺垫

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美美连小兰子和许

大壮的单独会面都没见过，更不要说找到有力的

证据。我们这时陷入了困境，到目前为止李美美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们已经没有

时间浪费了，6个月的待诉期已经过去了一半。因

此我们立即改变方案，从小兰子的弱点入手。在

和大黑子商量后确定了详细的计划，并立即通知

李美美进行准备。 

第四步，美人出击，反间敌盟。 

首先，李美美在和许大壮一起外出应酬的时

候故意走在一起，并且距离很近，偶尔还会有些

颇具亲密的动作。比如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帮他整

理下领带或者衣服。但是这些故意做出的动作都

被大黑子请的朋友在不远处用相机全部捕捉到了，

再用专业工具进行处理之后越发清晰，神似一对

情侣。在做好这些之后，大黑子将照片送到小兰

子的家里去。其实目的就是利用小兰子多疑猜忌

的性格来离间她和许大壮之间的关系。如果小兰

子不相信许大壮了，那么对转移到他名下的财产

也会担心被许大壮侵吞掉，许大壮和小兰子就会

开始内战。在寄送照片后的第三天，李美美告诉

大黑子，小兰子到公司找到了许大壮。两个人在

办公室里谈了不到 20 分钟就一前一后地走出来，

脸色都极其难看。许大壮再次返回公司之后找到

李美美问起照片的事情，李美美声称自己也不清

楚怎么会被拍到，后来他也没再继续追问。我们

和大黑子分析照片已经发挥了作用，小兰子肯定

怀疑许大壮背着自己又有了其他新欢。凭借大黑

子对妻子的了解，小兰子对照片的事情绝对不会

轻易放手，她必定会考虑转移到许大壮名下的财

产现在是否安全。一个星期之后，许大壮公司组

织外出旅游刚回来就被小兰子拦住，小兰子对许

大壮说：“这次总算被我抓住了吧，你还有什么

好说的？”许大壮刚要解释，就被小兰子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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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便对李美美说：“你好自为之吧。”说完之

后扬长离去。 

第五步，美人计得，两敌恶斗，渔翁得利。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大黑子立即让李美美辞

职后离开了 A 市，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

诉讼的相关工作时。大黑子突然打来电话，说小

兰子已向法院提起了不当得利的诉讼，要求许大

壮返还 800 万元的娱乐城合伙份额。我们立即抓

准时机，代表大黑子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与小兰

子离婚。我们又以小兰子和许大壮侵权为由向法

院另行提起诉讼。接到传票之后，小兰子为求脱

离诉讼漩涡，只得和大黑子进行协商谈判。最终

根据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大黑子与小兰子签订

了离婚协议，小兰子给付大黑子 520 万左右的现

金及房产，无夫妻共同债务和债权。大黑子也向

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而小兰子和许大壮之间

的案件目前已经进入二审，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小兰子转移财产的计谋都落空了。 

 

图示 美人计实施步骤图 

本案中，大黑子原本处于只能承担夫妻共同

债务的不利地位，最后却取得了 520 万元价值的

应得财产。可以说这是一起典型的破敌之联盟的

计谋，帮助大黑子取得了自己应得的财产。 

04、评析 

本案中美人计得以顺利运用并获得成功，主

要是抓住了小兰子多疑猜忌的弱点。通过本案可

以看到，其实离婚诉讼许多时候就是两个最熟悉

的人之间计谋和策略的较量。这就类似于古代战

争，敌我双方摆开阵势，明刀暗箭地攻防转换。古

时的战争为的可能是一座城池，一个国家。现在

的离婚战争为的是一份财、一口气或者是一份情

理。当然，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评判一方的

付出与回报甚至感情的价值都链接到了金钱上。

这往往成为了夫妻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也是引

起“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以本案为例，小兰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分割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作为大黑子首先要抱着怀疑的态度对待她所做的

每一步，认真分析，仔细研究。当发现了不合理的

地方就要有针对性地去调查取证，找到其“合法”

外衣隐藏下的非法秘密。每个案件都有它的独特

性，对策略和战术的运用要因案制宜，把握好整

个案件的思路，在选用计谋揭破对方面纱之前要

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并找到对方的弱点所在，从

而保护好自己的权益。 

空城计｜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二 

原创：2022-07-06    家族律评   贾明军 

https://mp.weixin.qq.com/s/pW5-4qEc0dn67-T5FVnqpQ 

编者按 

《富人离婚的 36 个计策》2009 年由法律出

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本书将

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 计”智慧，反映了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通过网络社

javascript:void(0);


39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交媒体分享。因系作者早年办案小结，难免有误，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01、原文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 

——《三十六计·败战计》 

02、释义 

空虚的就让它空虚，使他在疑惑中更加产生

疑惑。是说敌我交会，相战，运用此计可产生奇妙

而又奇特的功效。 

03、案例 

苦无证据智使“空城计”  

提交文书最终露马脚 

之所以很多当事人最终不能达成离婚协议，

并不完全是出于感情上的留恋，而是对于财产分

割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财产分割之所以观点分

歧较大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对于财产分割的比例

不能达成一致。比如说，是“四六”开，还是“五

五”开；有的是因为对共同财产的范围观点不一。

比如说，家里到底是一共有价值 100 万的共同财

产，还是 120 万的共同财产。因此，离婚财产分

割当事人双方产生的分歧有二种可能；即财产分

割的方法、比例，以及财产的范围、大小。实践

中，有很多当事人为使配偶少分财产，往往会采

取转移、隐藏的手段。有的准备充分、手法高明，

另外一方往往很难寻找线索或找到破绽，需要当

事人采用计策智谋来取得突破。2007年，我代理

的一起案件，就是采用了“空城计”，最终收到

了较好的结果。 

小兰子（化名）已经是第二次接到法院的传票

了。2005年 11月，小兰子的先生大黑子（化名）

已经在杨浦法院起诉过小兰子一回了，要求法院

解除婚姻关系。小兰子当时不同意离婚，法院没

有判离。这一次，小兰子知道，法院判离的可能性

很大，对此，小兰子早有心理准备。而让小兰子焦

虑的不是法院最终是否判离，而是自己对大黑子

的财产情况不清楚。 

大黑子虽然户籍在上海，但因为毕业后在一

家外资公司工作，三年前被委派到深圳分公司做

财务经理，因此，经常居住地并不在上海。由于不

在同城工作，小兰子对大黑子的收入情况并不是

很清楚了解，只知道大黑子的收入不菲。大黑子

所在的公司是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大黑子又在深

圳分公司做财务经理，是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应

该不低。但是，一年前在法庭上，大黑子向法院提

交了一张月收入八千元的公司工资发放证明。按

法官的话说，如果小兰子认为公司证明内容有误、

实际发放数额要远远高于证明数额的话，应该向

法院举出新的证据。可是，大黑子工作的公司远

在深圳，总公司又远在美国，如何能调取到对自

己有利的证据呢？对于月工资收入八千元的证明，

小兰子知道，那肯定不是真实的。大黑子的年收

入肯定在百万以上，从大黑子的朋友甚至大黑子

的母亲那里，小兰子都曾不止一次地听他们说起。

马上面临第二次诉讼了，小兰子自己也看了很多

书籍，知道这一次判离的可能性较大。案子要判

离了，但财产却不能清楚了解，该怎么办呢？ 

通过朋友的介绍，小兰子找到了我们，希望能

通过我们的工作，设法查找到关于大黑子财产的

线索，以保证自己的权益。 

“你觉得大黑子的主要财产形式是什么呢？”

甄律师问小兰子。 

“他个人非常热衷于工作，不太有别的爱好，

也不炒股，不做其它生意。我估计，他可能会有公

司的股权、分红，可能是他主要的财产来源。”小

兰子说。 

“可是，我们查了一下大黑子所在公司的工

商登记，这个公司并不是一家外国企业的分支机

构，并不是分公司，而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企业，全额出资方是美国的一家 W 公司，拥有

100%的股权，大黑子从法律上看在该公司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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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股权。”经过对大黑子所在公司的工商调查，

我们把调查的结果与小兰子进行交流。 

“这就奇怪了，大黑子不止一次地对父母和

朋友炫耀说他每年有上百万元的收入,难道只是

虚荣心在作怪？另外,他平时花钱也不吝啬，出手

也比较大方，对朋友也非常仗义，如果只有八千

块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日常的开销啊。”小兰

子很是不解。 

小兰子问：“会不会是大黑子拥有公司内部

股，每年有内部股的分红呢？” 

“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甄律师安慰小兰

子说道，“您先别急，我们再调查一下，会尽快把

结果再向您反馈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大黑子所在的 N 公司

与美国母公司 W 公司的关系日趋清晰和明确。根

据我们的调查，N公司的前身是国内某知名的网络

公司，2005年，被 W公司以 2500 万美金并购，W

公司成为 N 公司的全资母公司，而原先 N 公司的

股东已退出股东会和管理层，让位于 W公司。W公

司从总部派遣了几名高管来接替 N 公司的高管。

而唯一没有被替换的，就是大黑子，他在公司一

直做了三年的财务经理，对公司财务非常了解，

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并没有退出 N 公司的管

理层，而是继续担任着公司财务经理的职务。 

我们又找到了 W 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

易所的年报，试图找到在并购 N 公司时，公司的

相关报告。果然，对于 2500万美金的投资，年报

里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主要是描述了 W 公司的收

购计划，其中提及了用于收购 N 公司而给该公司

高管兑现期权的 300 万美金的一个具体数额，但

是，对于该笔钱款的具体分派，公司年报并无具

体涉及。 

根据经验，律师推测，小兰子之所以感觉大黑

子的收入远远高于八千元，是有一定道理的。大

黑子作为公司的高级财务经理，可能在 N 公司被

并购之前，拥有一定的期权股份。而 W 公司在并

购 N 公司时，对 N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期权股份

的购买，也应该有一定的预算，可能就是计划书

中的 300 万美元。但是，由于 N 公司在被并购之

前高管有多人，根据不同的职务及管理贡献，可

能每个人的具体份额不同。因此，对于大黑子具

体有多少公司股权，目前我们不得而知，应该能

从 W 公司和 N 公司收购协议的具体细节条款中才

能知道。但是，这些材料和信息并未在 W 公司公

告上写明，而 N 公司现在仍是有限公司性质，不

用对外进行年度公告。如何才能知道具体细节情

况呢？ 

律师把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推测和小兰子

交流时，小兰子非常同意律师的猜测。同时，小兰

子提出：“为什么不可以申请法院到深圳 N 公司

调查，关于大黑子是否拥有股权或期权？如果法

院肯去，事情不就一下子清楚了么？”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律师提醒小兰子，

“首先，是法院是否会同意调查的问题。现在我

们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大黑子拥有股权，仅是凭

着 W 公司的年报和猜测，对于我们提出的申请，

法院完全可以决定不予批准。如果换位思考，法

官可能更会建议什么时候有证据了，你再什么时

候另行起诉，这样，对法官来说最保险。” 

“还有别的原因么？”小兰子很着急。 

“其次，就算法官去了，也很可能调查不到什

么结果。我们从工商局的档案中已查到，N公司是

W公司 100%持股，如果真有内部股或期权，N公司

不会也没有必要向法院透露，W公司是上市公司，

N公司却不是，N公司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公开自己

内部管理的东西。另外，大黑子在 N 公司做财务

经理，即使W公司并购N公司后仍然安坐财务CEO，

可见与 W 公司大股东之间关系浓厚，完全有能力

让公司做出一个在 N 公司没有任何股权的证明。

有了这个证明做挡箭牌，我们就几乎没有任何希

望了，法院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判案了。” 

“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一点儿办法都没

有了么？”小兰子很着急。 

甄律师说：“您先别急，我再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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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子走后，甄律师再次认真分析了案情，又

对大黑子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决定在法庭上唱

一出“空城计”，以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2007年 4月 3日，此案在上海市某法院开庭

审理。开庭前，律师将案卷材料进行了分类和整

理，足足装了二个拉杆箱。开庭时，女方一反常态，

并没有反对离婚，而是干脆利落地同意离婚，但

要求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并明确要求分割大黑

子名下的 W公司的股票期权。 

听到女方的答辩意见，甄律师注意到大黑子

非常意外，他很紧张地注意我们的每一句话，并

很认真地观察女方每一次举证。 

在大黑子的律师作为原告举证后，女方开始

举证。首先向法院和原告递交了证据目录，一共

有二十二项。甄律师从大黑子在 N 公司就职、任

财务经理的股东会决定书开始举起，一份份，不

慌不忙地按证据目录的顺序举证。在女方证据的

第十九项，证据目录写明的是美国某律师事务所

公证并经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认证的公证书，证明

目的上明确写道“证明大黑子拥有股权”。从我

举第二份证据开始，小兰子就开始显得身体不舒

服，皱着眉头坐在被告席上。等我举到第十七项

时，小兰子似乎再也忍不住了，突然要求中断审

理，要求去医院救治。法官也早看出了小兰子痛

苦的样子，宣布休庭，开庭时间另行确定。 

休庭期间，大黑子的母亲曾打电话给小兰子

要求一起谈谈，小兰子拒绝了。大黑子的母亲提

出的调解方案也被小兰子一口拒绝。二十天后，

法院通知我们，大黑子又有新的证据提交法庭，

要我们去取新证据，并准备质证。 

不出所料，大黑子新提交的证据，是一份信托

协议书，已经过公证和认证，并且，公证、认证的

时间是在二个月前。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早就准

备好的证据。在这份信托书里，大黑子作为信托

人，将自己在 W 公司 15 万股面值 60 万美金的期

权股权，信托给了某基金组织，以此证明自己不

再是股权的持有人，这些股权不再是夫妻共同财

产。拿到这份证据，律师和小兰子都会心地笑了。 

很快，第二次开庭开始了。因为上次举证没有

完成，此次继续由女方举证。当要举第十九项证

据时，女方表示：“由于原告已向法院举证证明

其曾拥有 15万股 W公司股权，因此，我们第十九

至二十二项证据不再向法院提交。”虽然法官再

三建议提交，但女方最终还是没有提交。 

编者按 

《富人离婚的 36 个计策》2009 年由法律出

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本书将

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 计”智慧，反映了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通过网络社

交媒体分享。因系作者早年办案小结，难免有误，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图示 空城计实施步骤图 

理所应当，法庭辩论的焦点，不在于原告是否

有期权，而在于原告信托的 15万股股权是否应该

作为共同财产分割。当然，最终双方在法庭的调

解下达成协议，原告自愿向被告支付 100万现金，

杨树浦路上的价值 150 万的房产归被告小兰子一

个人所有，此案调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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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评析 

空城计的关键，在于对当事人心态的把握。主

旨在于，利用对方多疑、困惑的心理，利用我方安

排和布置的假象去迷惑和麻痹对方，使对方做出

错误、不客观但对我方有利的判断，以求达到出

奇制胜的目的。 

本案中，经过对大黑子的性格分析，大黑子是

一个处事小心慎微同时疑心很重的人。女方虽然

没有大黑子直接拥有股权的证据，但却拥有 W 公

司并购 N 公司的计划书以及对 N 公司高管期权收

购的计划等一系列文件材料。为使大黑子误以为

女方掌握了直接证明其拥有股权的证据，女方特

意做了以下几点准备： 

1.将证据材料多多整理，足有二个手提拉杠

箱之多，以显示证据“充分”。 

2.一反常态，从开庭前的“不同意离婚”，到

干脆利落地同意离婚，但明确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以显示女方有实力直奔主题。 

3.列出证据目录，并交给大黑子，明将女方直

接掌握其拥有股权的美国律师提供的“证据”列

在第十九项。让大黑子误认为女方肯定已经取得

了其持有股权的证据。 

4.在刚开始举证之时，甚至在举证之前，小兰

子就“佯装”身体不适，到举到第十七项时，要

求去医院救治，中止举证。但所谓第十九项的“公

证书”的蜡封印记却似乎隐约可见。 

5.庭后，对于大黑子母亲的适当给付一些

“补偿”的“好心”不予理睬，态度强硬，似乎

女方胜券在握。 

6.女方一系列的态势使得多疑又小心谨慎的

大黑子，确信女方已掌握了其拥有 W 公司股权的

证据。为防止和避免股权得到分割，其将已准备

好的“第二套方案”即所谓的“信托合同”推出

水面，这样，其持有股权的事实自然不言而喻，水

落石出。 

在确定大黑子拥有股权的前提下，能否直接

分割以及分割比例当然可以通过调解解决。如果

大黑子不拿出这份“信托合同”，女方直接证明

其持有股权的证据就不充分，自然不能得到法院

的支持，小兰子就分不到。而大黑子被女方的“空

城计”迷惑，拿出信托合同，使得其拥有股权已

是不争事实。而最终 100 万现金加一套房产的调

解方案，也使得小兰子较为满意。双方各取所需，

各得其所，此案得以了结。 

反间计｜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三 

原创：2022-07-08    家族律评   贾明军 

https://mp.weixin.qq.com/s/_P9pSCI2B_oOQpPbtZuBuA 

编者按 

《富人离婚的 36 个计策》2009 年由法律出

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本书将

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 计”智慧，反映了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通过网络社

交媒体分享。因系作者早年办案小结，难免有误，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 原文 

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三十六计·败战计》 

2 释义 

在对方迷惑之中再设疑阵。在布下多重疑阵

之后，使来自于敌人内部的间谍归顺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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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 

宜机智用反间计 逆转弱势保权益 

离婚过程本身就像一场“战争”，自然类似

有“敌我”对峙的双方。离婚斗争的过程，不仅

是男女二个人的斗争，而且，更是二个团体、二个

阵营的“博弈”。之所以能形成两个阵营，主要

是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结或亲情、友情、感情、面子

等等因素错综复杂相互联结在一起。在男女双方

感情无法维持时，难免会彼此埋怨甚至愤恨，昔

时的海誓山盟早已是昨日黄花，自然会调动一切

“资源”为自己所用，亲属、友人、同事等等自然

是自己的“后援团”。作为“后援团”的一员，

通常对本阵营的“排兵布阵”的具体情况了如指

掌。这时，如果“后援团员”投身“敌营”，自然

会大大增加对方的“战斗力”，削减本阵营的锐

气和实力，甚至会达到局面逆转的态势。 

一、媳妇巧用反间计 公婆出庭儿不利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是父母的

心头肉”。所以子女再有缺点，在父母眼里也很

“顺眼”。即使子女做出了一些“伤天害理”的

事，父母即便不主动阻拦，也往往会选择掩盖和

沉默。小兰子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1998年小兰

子同大黑子结婚，1999年生下一子。在结婚的头

几年，夫妻恩爱，日子甜美，但是近一年来，大黑

子却以单位事忙或出差为借口，彻夜不归。为此，

双方发生矛盾，屡次争吵。最近几个月来家里的

存款数次被大黑子暗中取出，不知去向。虽经小

兰子几次追问，大黑子总是支吾不答。朋友提醒

说，八成是大黑子有外遇，钱都花在了“狐狸精”

身上。对此，小兰子半信半疑。最近一段时间来，

看到大黑子接到几个莫名电话或短信后匆匆出门，

慢慢让小兰子坚定了朋友的推测。为此，夫妻双

方争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后来发展到大黑子动手

打骂小兰子。 

自从孩子出生后，小夫妻两人就搬到大黑子

父母处一起居住。大黑子父母都是退休职工，平

时帮助照看孙子，看到儿子媳妇吵闹离婚，老两

口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随着两个人感情的

不断淡漠以及争吵的升级，婚姻关系岌岌可危。

终于在一次剧烈的争吵后，小兰子向法院提起了

离婚诉讼。小兰子与大黑子婚后各有一处房产，

价值约 80多万。购买时因房价很低，因此均无贷

款。双方也围绕这一主要财产展开了拉锯战。看

到儿子与媳妇闹得不可开交，婆婆与公公虽然心

急如焚，但也束手无策。一边是问题不断的儿子，

一边是还算孝顺的媳妇，这让二老不好张嘴，只

好沉默。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久，

两人离婚的消息不胫而走。让小兰子感到莫名其

妙的是，最近不断有债主上门讨债，并持有大黑

子亲笔书写的欠条，总共达到十余万多。小兰子

追问大黑子欠条的由来，每次大黑子都摔门而去，

不愿理睬。经过几番了解，听到的消息让小兰子

大吃一惊，原来一年前大黑子经朋友怂恿，迷上

了赌博，开始赢钱的小小甜头让他在赌海里欲罢

不能，以至于走到了今天，赌博欠债十余万元的

境地。 

小兰子得知丈夫沉迷于赌博，深感问题严重，

心想如果他拿着离婚后的共同财产用于赌博，用

不了多久，这些财产都会让他败个精光。怎么办

呢？小兰子找到了大黑子的父母，把大黑子赌博

的事情告诉了二老。开始二老并不相信，反而指

责小兰子诬蔑大黑子，直到小兰子拿出债主催款

的欠条复印件，二老才如梦方醒，叫来儿子质问。

看到父母脸色凝重，满脸气愤的样子，大黑子感

到不安。虽然大黑子有很多缺点，但大黑子仍然

是一个孝顺儿子。当父母问到赌博的事宜时，大

黑子一开始予以否认，说自己只是“小来来”而

已，直到看到了自己亲笔书写的欠条，大黑子才

跪下求饶，表示一定改正。看到儿子的真诚和痛

苦，二老心软了，便没有再多追究，以为儿子认识

到错误。孰料，大黑子第二天又走进赌场，将身上

的 2000块钱输得精光。小兰子又将此事告诉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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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公婆核实后痛心不已。两个星期后，大黑子和

小兰子的离婚案件在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开庭，

大黑子心想就算房子不判归自己，也有几十万的

对价款。有了这几十万做本，在赌海中也能“时

来运转，咸鱼翻身”。 

在法庭上，大黑子矢口否认自己赌博，并借口

欠条是自己做生意问朋友借的企图掩盖事实。小

兰子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漫不经心的大黑子看到

了证人不禁大惊失色，脸色发白。原来小兰子的

证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母亲流着

眼泪坐在证人席，一边哭泣，一边陈述自己了解

儿子赌博的客观情况，一边责骂儿子的不争气。

正可谓，痛不欲生，老泪纵横。说得大黑子一声不

吭，低头不语。由于老人情绪激动，庭审一时陷入

僵局。法官非常有经验，宣布暂时休庭，进行调解。

由于大黑子母亲参与调解，所以原被告双方不久

便达成调解协议。大黑子将自己共同房产份额赠

与儿子名下，小兰子也不用向其支付房屋对价款，

此案得以了解。 

 

图 1 婆婆助力儿媳 

本案中，聪慧的媳妇使用“反间计”，在得知

丈夫有赌博恶习后向公婆陈述利害，劝二老将丈

夫的财产份额赠与孙子以避免丈夫赌博全部输掉，

对孙子不利。公婆原本不方便出面干涉小两口的

离婚事宜，但也担心孙子受委屈，加之儿子赌博

属于恶习，如若不管，迟早会把家里财产全部“败

光”，因此才同意在小兰子的安排下出庭作证，

给儿子施加压力，小兰子的计策方得以实施成功。  

二、原配与“二奶”好“和气” 同心指证男

外遇 

“原配”和“二奶”原本是水火不容的双方，

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

地步。但是当小黑子的婚姻触礁时，“原配”和

“二奶”却站成统一战线，成了利益共同体，让

小黑子感到压力巨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小黑子和大兰子原

本是别人眼里的一对模范夫妻，双方在无锡发家

后，小黑子的生意是越做越大，渐渐扩张到了长

江三角洲。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一些场面上的

应酬自然是免不了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小黑子

在上海某家酒吧里结识了小莲子，小莲子的青春

活力和纯美的外貌让小黑子春心大动。为了让小

莲子安心地待在自己身边，小黑子承诺小莲子 2

年后，将会迎娶小莲子过门。小黑子并向小莲子

解释，因为现在小黑子和大兰子的公司是典型的

夫妻老婆店，大兰子掌管着公司财政大权，为了

给将来离婚做准备，小黑子需要时间将大权掌握

在自己手里。 

不久，大兰子发现了丈夫的不对劲，得知了小

莲子的存在。随后，便上演了一场场“原配”怒

斥“二奶”，甚至大打出手的画面。正在小莲子

满心期待 2 年后能修成“正果”时，却发现小黑

子到自己住处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打电话发短

信都以“老婆看得紧”走不开为由加以推辞。这

不由引起了小莲子的怀疑。在跟踪了小黑子几天

后，小莲子突然发现原来小黑子在外面又有了新

的“相好”，两人目前正打得火热，小莲子不由

得怒火中烧。终于有一次，小莲子将小黑子和他

的新“相好”堵在了宾馆房间门口，让小莲子没

想到的是，当她大声斥骂小黑子的时候，小黑子 

“啪啪”地重重扇了小莲子两个耳光，并告诉她

以后自己的事情让她少管，并骂她不是“好东

西”。被打得措手不及的小莲子抑制不住心中的

愤怒，捂着脸跑了出去，将此事告诉了大兰子，希

望大兰子能替她“教训”下小黑子。看到小莲子

眼里的怒火和心中的愤恨，大兰子心中暗喜之余，

顿生一计。大兰子装作非常坦诚地和小莲子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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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话”，并告诉小莲子，小黑子这种男人不

值得她伤心，并应该找机会狠狠报复一下小黑子。

自己现在正在和小黑子打离婚官司，下个月就要

开庭，如果小莲子愿意出庭指证小黑子的过错的

话，将会对自己非常有利。当然，小莲子的出庭并

非“无偿”，大兰子承诺只要小莲子配合，大兰

子愿意拿出多分得的财产的 20％给小莲子作为

“精神损失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以

35％的比例成交，双方还签了书面协议以示有效。 

结果如大兰子所料，在庭前交换证据阶段，当

小黑子看到小莲子拿出以前他送她的名牌包包、

手表还有很多亲昵照片以及一些不堪入耳的录音

之后，小黑子不禁慌了神。这种“见不得光”的

东西即将呈于法庭之上，还要接受大兰子律师的

质问，心里实在没底。再加上，这些年虽说自己是

个情场的风流种，但在朋友圈子里还算是个“体

面”人物，如果这些事情一旦传出去，不是让别

人看低自己了吗？再看大兰子那边似乎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的样子，小黑子更是慌了神。权衡再三

后，小黑子愿意多付给大兰子 1００万调解结案，

此案审理告一段落。当得知判决结果后，小莲子

也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刚出法院大门，开口就

要求大兰子兑现承诺，将 1００万的３５％折现给

她。但遭到大兰子的厉声拒绝，说这些本来就是

她应做的。这些夫妻财产都是她付出了青春和劳

动获得的，根本没有小莲子的份。眼看大兰子翻

脸不认人，小莲子急了，找了家律师事务所进行

咨询，并拿出了当初和大兰子签订的协议。但律

师的答复犹如一盆凉水将小莲子心中的希望彻底

浇灭，因为此协议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且是恶意

串通使第三人的利益受损，所以无效的可能较大。 

 

图 2 二奶助力原配 

本案中，大兰子运用了自己的智慧，将原来与

其势不两立的第三者拉入自己阵营，出奇制胜地

给了小黑子致命的一击。“反间计”的成功运用

实在功不可没。 

三、千万资产“不拔毛” 领导出面“态度好” 

纵使现在社会女强人层出不穷，但是 70％的

家庭中男性的收入还是占了家庭经济来源的绝大

部分。所以导致在离婚案件中，女方可能处境“势

单力薄”，而男方则“财大气粗”，处处压女方

一头。 

小兰年逾 40岁，由于她的丈夫大黑是浙江某

地知名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小兰平时也过着

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有钱不等于快乐。别看大黑

平时风光无限，是个正人君子，但稍有不顺心的

事情就对小兰拳脚相加，小兰实在不堪忍受，在

和大黑沟通多次无果后，决定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 

对于小兰第一次正面和自己的交锋，大黑显

然不放在心上，根本没把法院的传票当回事。一

来因为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二

来因为这种事情自己见得太多了，更何况自己这

么多年来，在本地关系盘根错节，自认为与各个

部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律师和小兰研究了一下诉讼对策后，认为

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对大黑是起不了丝毫作用的，

不能只依赖于精神层面去感动大黑，而应该从

“抓”证据入手，寻找突破口。在申请法院调查

大黑的银行流水账单后，小兰的律师意外地发现

大黑有笔 280 万元的资金转出，经过细查，转入

的账号是上海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购买了位

于上海市中心的一套商品房。但经小兰回忆，丈

夫从来未提及这套房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律师调查，这套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产权

人是大黑公司上级单位领导的弟弟。绕了那么大

个圈子，意欲何为？经过深入追踪，律师发现虽

然这套房子登记的是领导弟弟的名字，但实际使

用人是领导的儿子，正在上海念大学，今年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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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并且，有领导的妻子在陪同和照料儿子读

书。 

至此，大黑的用意小兰已经猜到七八分，可能

是这个领导手里掌握着审批土地的权力，公司要

想发展要想获利，和这个领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当律师和小兰找到这个领导，并就此事提出

疑问时，原本笑容可掬的领导一下子神色大变，

正色说道，买房子的钱是自己借大黑的，如今早

已归还。如果小兰不信，可以回去询问大黑。小兰

的律师忙解释道，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追查房款

的来源，既然领导这么说当然是错不了的。问题

在于小夫妻俩在闹离婚，男方态度强硬，“一毛

不拔”，女方这些年一直在为这家默默付出，如

此绝情好像不太合适，希望领导出面能做做他的

思想工作。 

 

图 3 男方领导助力女方 

正当小兰焦急地等待此行对大黑的影响时，

大黑突然约小兰见面，语气相比之前的傲慢自大

而言，温和不少。一脸正色告诉小兰，离婚是二个

人的事，不要牵涉更多人，否则对二个人都不利。

并且，自己也不怕小兰到处找朋友的麻烦，把他

惹急了，让小兰一分钱也拿不到。虽然语言很硬，

但最终，大黑表示，可以考虑再多分给小兰部分

财产，以念“夫妻之情”。经过律师之间的几番

讨价还价，最终大黑便答应多给小兰 120 万作为

补偿，使得局面一下子来了个大逆转。 

此案中，280万究竟源于何处，是否“借”给

了领导，以及领导是否已“归还”，女方不得而

知。但是小兰恰恰是请领导出面斡旋调解，或让

领导在思想上产生了顾虑，主动出面做大黑工作。 

4 评析 

以上三个案例，我们分别从“亲人”、“情

人”、“关系人”三个角度，列举了“反间”计

谋的作用。实践中，反间计的使用形式远远超出

这些类型。“反间计”的关键，在于一方的策略

使得原本对对方十分重要的人物或掌握有重要情

况的人员弃其而去，并返回头运用自己掌握的证

据材料或影响力对原来自己的阵营施加影响和压

力，造成局面倾斜或逆转的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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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材料提交：申请人应当提交符合要求的

申请书和证据材料 

（五）域外文书类型：外国法院离婚法律文书

的类型 

（六）庭审要点：法院庭审查明的要点 

（七）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样式：承认的裁判文

书样式 

三、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存

在的问题及应对 

（一）此类案件不应当列入被申请人 

（二）统一对此类案件裁定结果的救济途径 

（三）平行诉讼：应由择一选择变为统一操作

方式 

（四）应当加强国际司法互助条约的订立 

四、结语 

【附件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清单 

基于国家司法主权原则，一国法院的判决仅

具有域内效力，中国也不例外。基于中国法律的

基本原则和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考

量，外国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并不当然的具有法律

效力，因此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

的生效判决是使相关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国产生法

律效力的重要途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

决既是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和司法礼让的具体

体现，亦是对当事双方的尊重。为更好的了解外

国法院离婚判决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承认与执行

情况，笔者在威科先行法律数据库上以“申请承

认与执行法院民事判决、仲裁裁决案件”为案由，

以“离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至 2022年 6月

17 日，共找到 270个有效案件。本文在对上述案

例进行分析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总结历年来的

经验做法，并提出审理该类案件过程中产生的问

题及应对建议。 

一、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数据情况 

（一）案件在国内法院的分布情况 

 

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案件中，

历年案件数量排名前五的省/市是：吉林省 120个、

占 45%，浙江省 42个、占 15%，北京市 19个、占

7%，广东省 17 个、占 6%，辽宁省 14 个、占 5%。  

其中，吉林省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审结 116个案件，申请承认的文书 109

件为韩国法院作出的判决，约占到吉林总案件数

的 94%。由于吉林延边在地理位置上离韩国较近，

民族差异较小、语言相通，因此当地的人民或是

与韩国人结婚，或是与当地人结婚在韩国谋生。 

（二）案件在域外法院（含港澳台）的分布情

况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多为韩国、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作出，共涉及到 15 个国家和地区。 

（三）案件结果情况 

 

在已检索到的案件中，中国法院承认外国离

婚判决的比例较高，达到 96%，仅有部分外国法院



40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的离婚判决因为瑕疵或申请人未能够提供正本而

被不予承认1或驳回申请2。 

（四）案件的年份分布情况 

 

就检索案件来看，自 2013年-2017年，中国

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案件逐年增长，

2017年达到顶峰为 114个案件。自 2017年至今，

中国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案件逐年减少。

笔者认为，案件的增加和减少与中国的经济活跃

度以及人口流动密切相关，受疫情影响很大。 

（五）案件的案号设置 

民事案件文书的案号以年份、审理法院简称、

案件性质、审级、受理先后顺序编号。就本文检索

案件的案号来看，2016年之前中国法院承认与执

行外国法院生效离婚判决的案号与民事案件一审

案号类似，32016年之后案号中的“民初”修改为

“协外认”。4之所以发生如此改变的原因在于最

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案件案号的若

干规定》以及配套标准（2016年 1月1日起实施），

在上述文件中规定案号的编排顺序为：（收案年

度）+法院代字+类型代字+案件编号+号。若案件

类型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审查案件（国际

司法协助案件），则类型代字为“协外认”，若案

件类型为认可与执行台湾地区法院/香港特区法

院/澳门特区法院裁判审查案件（区际司法协助案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

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 12 条规定的情形，经审

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承

认：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案

件没有管辖权；判决是在被告缺席且未得到合法传唤情

况下作出的；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中国法院正在

审理或已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

出的离婚案件判决已为中国法院所承认；判决违反中国

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

件），则类型代字分别为“认台”“认港”“认澳”。

但是，实践中部分地区法院就案号的调整仍旧不

彻底，仍有采用原来民事案件一审案号的样式。 

（六）案件中被申请人的出庭情况 

就检索案件来看，根据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

书，在诉讼文书中列出被申请人的案件有 176个，

其中被申请人出庭参与庭审的案件为 3 个，被申

请人不出庭的案件为 173 个，占到绝大部分。笔

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主要源于中国

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生效离婚判决的程序是

非诉程序，关于离婚情况的举证责任在申请人一

方。具体内容详见下文 

 

二、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司法审查 

（一）法律适用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

院以外的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

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作出的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

的总称。它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非通常的语

义理解，本文研究过程中，实际上将中国港、澳、

台地区的法院作出的判决也包含其中。 

对于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首先体

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第 288 和 289 条之规定，

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

共利益。 
2 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立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

不予受理，同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已经受理的，裁

定驳回申请。 
3 例如 (2015)汕中法民一初字第 2 号，(2014)抚中民一初

字第 00014 号。 
4 例如(2018)沪 01 协外认 1 号， (2020)辽 01 协外认 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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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

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

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

认和执行。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

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

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

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541和 542条是详细规定申请承认与执行的程序。 

目前在内地港澳之间的区际判决的承认和执

行体系是由以双边安排形式建立的区际法和各法

域单独制定的立法组成，海峡两岸的判决承认与

执行体系则主要由各自单独的立法组成。对于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离婚

判决，人民法院分别依据下述文件进行审查是否

承认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

判决的安排》（2022年生效）、内地与澳门签署

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

民商事判决的安排》（2006年生效）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

的规定》（2015年生效）。 

若既无国际条约，亦无互惠的情况下，承认与

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

的规定》（2020年修正）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

关问题的规定》（2020修正）进行审查。除此之

外，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549 条之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

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因此关于当事人申请对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区域法院离婚

判决进行认可案件的审查，应当参照中国法律关

于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相关规定。 

（二）适用条件：夫妻双方应至少有一方为中

国公民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

关问题的规定》两个司法解释的要求，申请中国

法院承认外国离婚判决的必须具备申请人或被申

请人中的一方必须为中国公民的条件。 

若双方均是外国人，则无需申请得到中国承

认，再婚的一方可直接向婚姻登记部门申请再婚

登记。如在(2020)粤 03 民初 321 号民事裁定书

中，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关于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

关问题的规定》第 2 条规定，外国公民向人民法

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

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申

请人莫丽梅与被申请人叶新耀均为香港特别行政

区居民，参照上述规定，本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

权。 

就与之相关的法院管辖而言，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

程序问题的规定》第 5 条，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

决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为申请人住所地的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人不在国内的，由申请人原住所地中

级人民法院管辖。如申请人为外国国籍，但是被

申请人为中国国籍，则申请人可以向中国法院提

出申请，如果申请人不在国内，申请人出国之前

的住所地（实践中通常为国籍注销前的户籍地，

可以通过派出所进行查询）的法院就有管辖权。 

（三）承认内容：大多为离婚效力承认（港澳

台除外）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OTMxMjY=&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OTMxMjY=&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wOTMxMjY=&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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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 2条规定，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

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该规

定。因此中国法院仅承认外国法院判决中离婚的

效力，即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不涉及可执行实

体部分，例如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

养方面判决内容的承认与执行。如在(2010)浙温

民确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中，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认为，意大利共和国 NOVARA 地方法院第

51996／6913R.G号判决中“准予原告李一立与被

告董亚珍离婚”的内容，符合中国承认外国法院

判决效力的条件，对其法律效力依法予以承认；

判决中涉及的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部分，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不予

承认，当事人可另行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 

在个案中，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保障子

女、女方权益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案情，法院亦

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台湾地区作出的民事

判决，民事判决部分除包含离婚外可能包含子女

抚养或财产分割，中国法院在审查的基础上可能

会承认其全部效力。如在(2019)沪 02认台 1号民

事裁定书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可了台

湾地区台湾高等法院的和解笔录：女方愿于 2019

年 1月 31日之前将附表所示编号 5之房产所有权

全部转移登记于两个女儿共有；将编号 7 女方应

有部分转移于两个女儿共有；上述房屋的租金自

2019 年 2 月 1 日起由两个女儿收取。女方不服，

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9）沪认复

1号认为和解笔录真实且已生效，符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

定》，亦不存在该规定第十五条所列的不予认可

的情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 

（四）材料提交：申请人应当提交符合要求的

申请书和证据材料 

根据外交部、司法部、民政部《关于驻外使、

领馆就中国公民申请人民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

判决事进行公证、认证的有关规定》（1997年生

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

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的要求，申请

人应提交的文件包括：（1）申请人身份证明(身份

证、户口本、护照等)；（2）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

正本及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3）若判决书中未

指明判决已生效或生效时间的，应当提交作出判

决的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及经证明

无误的中文译本；（4）若申请人是离婚判决的原

告，应当提交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被告已

被合法传唤出庭或合法传唤出庭文件已送达被告

的有关证明文件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前述

（3）和（4）中所列证明文件还应经该外国公证部

门公证和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5）若居住

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被告为申请人，

提交所要求的证明文件和公证、认证有困难的，

如能提交外国法院的应诉通知或出庭传票的，可

推定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为真实和已经生效。据

此，在离婚案件中处于被告诉讼地位的申请人一

方可以提交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其出庭的应诉通

知或出庭传票作为立案材料；（6）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当事人申请承认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

离婚证明书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

当事人持澳大利亚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向人民

法院申请承认其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二百六十

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

进行审查，依法作出承认或者不予承认的裁定。

因此，当事人在没有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的情况

下，也可以持外国法院出具的离婚证明书申请中

国法院承认其生效；（7）如果作为申请人的外国

公民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还应提交其原配偶

是中国公民的证据。后附北京市四中院在审理承

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时要求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清

单【附件一】。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xODIyNDk=&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xODIyNDk=&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UxNDA5Njg=&language=%E4%B8%AD%E6%96%87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UxNDA5Njg=&language=%E4%B8%AD%E6%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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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交部、司法部、民政部《关于驻外使、

领馆就中国公民申请人民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

判决事进行公证、认证的有关规定》第 4 条之规

定，当事人不能亲自回国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

判决的，可委托他人代理。驻外使、领馆可为此类

委托书办理公证或认证。受理委托书公证应要求

当事人亲自申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案例

总结，此类案件的诉讼请求的写法是：（1）香港

特别行政区：申请认可香港特别行政 XXXX法院作

出的离婚判决/绝对判令；（2）台湾：申请认可与

执行台湾 XXXX 法院于 XXXX 年 XXXX 月 XXXX 日作

出的 XXXX 号民事判决；（3）其他国家：根据人

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的观点，对于外国离婚判决

国内只承认不执行，因此在陈述申请时应当表述

为申请承认外国法院于 XXXX年 XXXX月 XXXX日作

出的 XXXX 号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部分的法

律效力。 

若申请人提交的文件或材料不满足要求的，

则会承担不利的后果。如在(2019)浙 03协外认 14

号民事裁定中，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申请人周少林未能按照法律规定提供荷兰王国斯

海尔托亨博思法院已合法传唤被告出庭的有关证

明文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周少

林的申请，本院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

序问题的规定》第 12条第（三）项的规定，裁定

不 予 承 认荷 兰 王国 斯海 尔 托 亨博 思 法院

C/01/92434/FARK03/882号民事判决。 

（五）域外文书类型：外国法院离婚法律文书

的类型 

根据内地与澳门签署的《内地与澳门特别行

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

“判决”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裁判、判决、确

认和解的裁定、法官的决定或者批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

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判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判决、命令、判令、

讼费评定证明书、定额讼费证明书，不包括双方

依据其法律承认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作出的判

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

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

决，包括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裁

定、和解笔录、调解笔录、支付命令等。港澳台地

区的上述判决形式同样适用于离婚判决。 

对于其他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文书，就

实践中来说主要有判决书、调解书、确认书、和解

劝告决定书、离婚和解劝告、离婚调停调书等，主

要内容为原告被告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

的规定对于外国法院作出的判决形式》，若外国

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人民法院亦可以予以承认。 

（六）庭审要点：法院庭审查明的要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 12条及相

关规定，以及笔者参与的相关庭审记录，针对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法院在庭审中需查明的问

题清单如下： 

1、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是否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双方的离婚关系是否就此解除，外国法院作

出的离婚判决是否为最终判决，是否存在上诉期

或相关期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88、289 条之规定，

可予承认的外国法院的判决必须是“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关

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

的规定》将判决未产生法律效力作为对外国法院

离婚判决不予承认的一种情形。因此外国法院作

出的离婚判决，应当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离婚判决，

而不应当是婚姻无效或非离婚判决等。如在(2015)

三中民特字第 06851 号民事裁定书中，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某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命令

虽系基于婚姻诉讼作出，但是该命令并未判处双



40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方离婚。因此，该命令并非离婚判决，双方婚姻关

系也不因承认而改变，故其认可及执行程序不能

按照《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

程序问题的规定》的相关条款进行处理。又如在

(2015)汕中法民一初字第 2 号民事裁定书中，广

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提交的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的判决并非离婚判决，而

是确认婚姻无效的判决，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

序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

规定》，因此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2、诉讼程序是否具备公正性的要求及外国法

院是否具有合格的管辖权。 

具体来说，是指在外国法院案件审理中当事

人是否就离婚达成协议，是否都出庭或委托律师

参加诉讼，在诉讼中外国法院是否保证双方当事

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包括出庭、陈述、举证、发表

各项意见等诉讼程序和实体权利。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

问题的规定》规定若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案件

没有管辖或该判决是在被告缺席且未得到合法传

唤情况下作出的，则中国法院不予承认。 

3、是否存在诉讼竞合，即在向中国法院提起

申请之外，双方在国内有无其他的离婚诉讼，或

者向其他法院提起过申请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相

关的申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之规定，若

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中国法院正在审理或已

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出

的离婚案件判决已为中国法院所承认，则不予承

认再申请之外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 

4、是否违背中国公共秩序5。 

                         
5 沈志先. 婚姻家庭案件审判精要[M]. 第 1 版. 法律出版

社:法律出版社, 2013 年 6 月:345-346. 

公共秩序，这一称谓在大陆法系国家较为常

见，中国台湾学者也称之为“公序良俗”，是国际

私法上的一项制度，已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和采

用，英美法系国家又称公共政策。外国法院的判

决不得与内国公共秩序相抵触，这是国际社会普

遍公认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一个条件。公共

秩序条款是一种保护性条款，是为了维护内国的

重大利益，维护内国的基本政策、道德理念与法

律基本原则，使其不至于因为外国法院判决在内

国的承认与执行而受到损害或影响。体现在中国

对于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中是《民事诉讼法》289

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

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之规定，若外国

法院判决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中国

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均不予承认

与执行。 

若法院对上述问题清单审查完毕，均不存在

任一情形，则可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如在(2015)

来民特字第 18号民事裁定书中，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何某要求对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广宁省人民法院对何某与叶氏

香（DIEPTHIHUONG）离婚一案作出的案号为 36／

2014／QDST-HNGD 的离婚协议与商量认证决定的

效力予以承认的申请，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承认

外国法院判决效力的条件，该离婚协议与商量认

证决定不存在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

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裁

定予以承认。 

（七）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样式：承认的裁判文

书样式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中国法院

承认外国法院生效判决的裁定书主要载明下述内

容： 

申请人：×××，……。 

6 https://www.court.gov.cn/susongyangshi-xiangqing-
504.html  

https://www.court.gov.cn/susongyangshi-xiangqing-504.html
https://www.court.gov.cn/susongyangshi-xiangqing-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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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被申请人：×××，……。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

或者名称等基本信息) 

申 请 人 ××× 申 请 承 认 / 承 认 和 执 行

××××国××××法院……号民事判决/裁定

一案，本院于××××年××月××日立案。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组织当事人进行了

询问，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称，……(简要写明申请人的请求、

事实和理由)。 

×××陈述意见称，……(简要写明同意或者

不同意申请人请求的意见、事实和理由)。 

经审查认定：……(写明案件的事实)。此部分

内容参考前述关于法院审查的条件部分，需载明

申请人提交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是否发生

法律效力、诉讼程序是否具备公正性的要求以及

离婚判决是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

则、是否符合中国社会公共利益等。 

本院认为，……(写明争议焦点，依据认定的

事实和相关法律，对请求进行分析评判，说明理

由)。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

十二条、……(写明公约、条约、法律、司法解释

等法律依据)规定，裁定如下： 

承认/承认和执行××××国××××法

院……号民事判决/裁定。 

案件申请费……元，由……负担(写明当事人

姓名或者名称、负担金额)。 

                         
7 从检索案件来看，被申请人不出庭的比率为 98%。 

在样式中，如果律师是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

需辅助申请人提交符合要求的申请书及证明材料，

以期达到目的。 

三、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 

（一）此类案件不应当列入被申请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要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充分发挥

庭审的决定性作用。民事诉讼庭审实质化关乎整

个民事司法活动的质量、效率和效果，强调让庭

审在保障诉权、查明事实、解决争议、公平裁判及

裁判文书说理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庭审实

质化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年

进行民事诉讼文书改革，将被申请人列入关于承

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的文书中。将被申请

人列入诉讼文书，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被申请人可在庭审中发表意见进行答辩、举证质

证，双方的实体权利及诉讼权利均能够得到很好

的保护，在此基础上有利于发现事实，查明真相。 

但从检索案例来看，将被申请人列入诉讼文

书仅具有形式性的表彰作用，在庭审中被申请人

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存在。无论是 2016年之前还

是之后，各地法院对于将被申请人列入民事裁定

书的态度不一，例如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 2016年 8月至今并未将被申请人列入文书。就

实际庭审过程来看，即使将被申请人列入诉讼文

书，被申请人也很少会出庭参与庭审，7因为对外

国法院离婚判决的举证责任主要在于申请人一方。

目前来看，对于被申请人是否需要到庭的问题并

无相关规定，且被申请人若未到庭不影响裁定的

作出，申请是否送达也不影响裁定作出。就案件

的判决结果来看，申请被驳回与不予受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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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源于申请人未提交正确的材料或提交的材料

不适格，而不是因为被申请人的答辩或举证。 

综上，虽然被申请人出庭有利于发现事实，查

明真相，但在被申请人不出庭的情况下，通知与

送达的时间过长，易造成程序拖累。从程序便利、

法院诉讼效率以及实质庭审的角度出发，笔者认

为不应当把被申请人列入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

院判决的程序中。 

（二）统一对此类案件裁定结果的救济途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57 条可予上诉的裁

定仅限于“不予受理裁定”、“驳回申请裁定”及

“管辖权异议裁定”，对于“承认和执行”或者“不

予承认和执行”的裁定结果本身并不可上诉。在

最高院发布之《第一次全国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会

议纪要》中第 6 条有如下说明：“当事人对不予

受理、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以及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的裁定不服申请再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应当受理”，也即，对于承认和执行类案件中“不

予受理”“管辖权异议”“驳回申请”等裁定，如

当事人认为有误，应可申请再审，但对于结果为

“承认和执行”以及“不予承认和执行”的裁定本

身，应不可申请再审。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承认与执行外

国法院判决程序为非诉程序，因此其具有以下特

点：（1）只确认某种法律事实，不解决民事权利

义务争议；（2）程序的开始是因为申请人的申请

而开始；（3）实行一审终审，判决一经送达即发

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得提起上诉、不适用再审。

若当事人对承认与否的裁定不服，现有的救济途

径如下：根据《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第 15条之规定，被请求方法院就认可和执行的申

请作出裁定或者命令后，当事人不服的，在内地

可以于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依据其法律规

定提出上诉。根据《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

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第 12条之规

定，当事人对认可与否的裁定不服的，在内地可

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请复议，在澳门特别行政

区可以根据其法律规定提起上诉；对执行中作出

的裁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被请求方法律的规定，

向上级法院寻求救济。以及根据《关于认可和执

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 18条之规定，

当事人对承认与否的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

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

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承认和执行》中

第 7 条之规定，中国法院作出的裁定不得上诉，

且无类似复议等救济程序。 

对于申请被驳回后结果的救济，区际法院与

外国法院间也采取不同的方法。《关于认可和执

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 16 条规定，

裁定驳回申请的案件，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

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内地与澳门特别

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

以及《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

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中并无对

驳回申请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

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第 21 和 22 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542

条之规定，申请人的申请被撤回或驳回后，不得

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在前述部分中，笔者已经阐述过本文的外国

法院扩大理解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

区及其他外国法院。因此基于平等原则以及统一

法律适用的要求， 

本文认为无论是对外国法院作出的生效离婚

判决，还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作

出的生效离婚判决，都应采取相同的救济手段。

若申请被驳回或撤回，则意味着法院并未进行实

质审理，因此应当采取与《民事诉讼法》及台湾地

区相同的救济手段：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

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若申请人对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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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作出的裁定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 

（三）平行诉讼：应由择一选择变为统一操作

方式 

若当事人在中国与他国均提起离婚诉讼，且

外国法院先于中国法院作出离婚判决，那么中国

法院正在审理的离婚诉讼应当如何处理？司法实

践中，如遇平行诉讼，对于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

判决，通常有以下三种做法: 

    1、国内的离婚诉讼继续审理，外国法院作出

的离婚判决可作为证据提交，证明双方感情确已

破裂。 

对于相同当事人间的离婚案件，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

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 18 条、第 20 条之规定，

若人民法院受理离婚诉讼后，原告一方变更请求

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或者被告一方另提

出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申请的，其申请均不受

理；若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虽经外国法院判决，但

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的，不妨碍当事人一方另

行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因此即使外国法院

先于中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法院不受外

国法院生效判决的制约，可继续正常审理未决诉

讼。或者即使外国法院作出离婚判决后并未在中

国申请承认，不影响一方在中国提起离婚诉讼。

如在(2011)慈民一初字第 463 号民事裁定书中，

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并未申请人

民法院承认 2010 年澳大利亚法院作出的离婚判

决，而是直接起诉离婚，因此此离婚诉讼可正常

审理，2010年澳大利亚法院判决解除双方间的婚

姻关系，可证明双方间的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2、撤诉后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对

其他未决事项另行起诉。 

在中国法院审理当事人的离婚纠纷中，外国

法院就同当事人间已作出的离婚判决通常作为中

                         
8  https://www.gov.uk/get-a-divorce  

国法院判断双方感情是否破裂的证据之一。在此

情况下，当事人可先撤回起诉离婚，申请承认外

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不同

的是，比如在英国在离婚诉讼中，法院会先作出

暂时离婚令（decree nisi），43 天后，任何一方

可申请绝对离婚令，法院审查是否满足期限条件

和是否存在不予离婚的事由后，决定是否作出绝

对离婚令(decree absolute )。当绝对离婚令送

达后，婚姻关系才正式解除8。但在中国可申请承

认与执行的必须是外国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

因此，可以申请承认的应是绝对离婚令。 

在上述中国法院承认的部分，笔者已经进行

详述，通常中国法院承认的部分仅限于外国法院

离婚判决中关于婚姻关系解除部分。若境内财产

的分割、子女抚养及探望等问题未处理或仍有争

议的，可选择在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被承认后，

向中国法院分别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与子女

抚养问题等系列诉讼。另外，若外国法院的离婚

判决对夫妻双方间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进行处理，

即使此部分内容无法在中国被承认，但双方就此

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或子女抚养协议可能会对中

国法院的相关判决产生影响，各地法院处理不一。

出于对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中国法院可

能会承认该协议的效力。如在(2020)浙 0324民初

1598号民事裁定书中，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法院认

为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

律约束力。原、被告在美国诉讼过程中达成已就

财产处理自愿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合法有效，对原、被告均有约束力。 

3、若夫妻双方均为外国国籍，可撤诉后再提

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 

若夫妻双方都是外国人，司法实践中在中国

起诉离婚有一定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曾表示，

双方均为外国人在中国离婚的，如果一方或双方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case&language=&showType=&aid=MjAwMDIyMTM2NjQ=
https://www.gov.uk/get-a-divorce


41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在中国有住所或居所的。中国法院有管辖权。上

海高院也曾就该问题表示，如果双方都是外国人

且在国外登记结婚的，只有双方共同选择接受中

国法院管辖且确需由中国法院处理时，人民法院

才能受理。9因此，双方都是外国人的，存在在中

国诉讼离婚的可能性。如果夫妻双方为外国人提

起的离婚诉讼已被中国法院受理，且外国法院先

于中国法院作出离婚判决，原告可撤回起诉。但

撤回起诉后，如有未处理的境内财产，通常不需

要先申请承认离婚判决，而是提起离婚后财产纠

纷诉讼。在前述关于当事人国籍的部分中，笔者

已经详述，可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

判决的当事人只能是中国公民或原配偶为中国公

民的外国人。若结婚时是中国公民，但在离婚时

或者离婚后，双方都取得外国国籍的身份，这种

情况下难以在国内申请承认外国离婚判决的。因

此如果双方仍对境内的财产分割有争议，可提起

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并提交离婚生效证明文件

证明婚姻关系的解除。如在（2009）浙民终字第

118号民事判决书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

案双方当事人在荷兰乌特拉支地方法院作出离婚

判决时早已加入荷兰国国籍，该离婚判决明确载

明“本庭该判决从注册日起生效”。而原审原告已

向原审法院递交了荷兰当地政府注册的离婚登记

证明书，该证明书经荷兰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

中国驻该国大使馆认证。因此，原审法院对双方

离婚的事实予以确认，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程序

并无不当。 

在实践中，上述三种方式普遍存在，甚至有的

案件中，一方为了防止另一方申请承认和执行外

国法院离婚判决，会恶意先行提起离婚诉讼，或

者为了多得国内财产利益、子女权益直接起诉离

婚纠纷，但是这样的做法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

也与客观实际不符，不能因为中国法院没有承认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就认为双方没有解除婚姻关

                         
9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立案问题解答>的通

系。婚姻关系系身份关系，无论在哪一国家率先

离婚，婚姻关系均应认定为已经解除，双方财产

分割的时间点已经固定，否则就会产生夫妻之间

在域外领土上没有同居的义务，但是在中国的领

土上有同居义务的尴尬局面，也会使收入能力强

的一方失利。法律程序不应该成为当事人不当得

利的工具。故，就平行诉讼问题，应当改变实践中

择一的方式，统一操作方式为：将承认外国法院

离婚判决作为前置程序，在外国法院离婚没有经

过承认和执行程序直接以离婚诉讼起诉的，应当

驳回起诉，告知其先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离

婚判决。不予承认的，方可在中国法院重新启动

离婚诉讼，如此才能统一当事人间的人身和财产

关系。 

（四）应当加强国际司法互助条约的订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88、289条及《民事

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542 条，人民法院对申请承

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应当首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

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 

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加入任何一个

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专门性的多边条约，特别

是 1971年在海牙签订的《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

承认与执行公约》。因此，域外法院判决尚无法依

靠国际公约，而主要依据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和条

约在中国内地得到承认与执行。对与中国没有订

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

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

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对

与中国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

决，按照协议的规定申请承认。如在(2016)浙 11

协外认 2 号、(2016)京 03 协外认 10 号及(2019)

浙 11协外认 4号裁定书中明确，因中国和西班牙

王国缔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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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对案涉判决的承认

应当依据该条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与众多的国家签订

了关于承认与执行判决的双边协定，但是这些协

定和条约多数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这些国家与

中国的经贸往来或婚姻关系的缔结并不频繁，因

而协约在签订后几乎没有被执行的机会。相反，

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却至今未与中国签订这

方面的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和条约。因此，在承认

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方面，中国无法与这些国家

进行国际合作，这无疑增加了一事多诉的可能性，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 

四、结语 

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不

仅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由于此类

问题高度的抽象性和专业性，司法实践之中往往

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而任何一个细节的

差异，都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本文归

纳出关于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相关问

题，并尝试作出应对。对律师而言，办理此类案件

既要考虑离婚案件的人身性与财产性，还要掌握

不同国家间法律制度的差异，以期更好的化解法

律难题，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附件一】：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申

请人提交的材料清单 

申请承认外国离婚判决需要提交的材料说明

(参考) 

一、申请书一式两份。申请书应写明申请人和

被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请求，事实和理由，当事

人受传唤和应诉情况； 

二、经公证、认证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正

本，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三、外国法院判决为缺席判决的，申请人应当

同时提交受合法传唤和应诉情况的证明文件，及

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但判决已经对此予以说

明的除外； 

四、若判决书中未指明判决已经生效的时间，

应提交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经生效

的证明文件，及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 

五、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一份； 

六、申请人从中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

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

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

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七、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

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

使领馆予以公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

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八、上述“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可经如

下途经证明： 

(一)外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

权机构认证及我驻外使、领馆认证； 

(二)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 

(三)国内公证机关公证； 

九、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申请人应

向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00元。 

苦肉计｜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四 

原创：2022-07-13   家族律评 贾明军 

https://mp.weixin.qq.com/s/X15VqtjfaWDNCVNDz37Skg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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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2009年由

法律出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

本书将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计”智慧，反

映了承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

版 12年后，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通过

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因系作者早年办案小结，难

免有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 原文 

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间以得行。

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三十六计·败战计》 

2 释义 

每个人都不愿意遭到伤害，那么遭到伤害必

然令人同情和关注。那么以假作真，使对方或其

他对案件有影响的组织或个人相信是真，而不是

假的时候，计谋就可以实现。因此，要善于利用对

方以及社会的同情心理，顺势进行活动。 

在离婚案件中，利用“苦肉计”的当事人比

比皆是。我们从以下几个案例中可见一斑。 

3 案例 

一、割腕上演苦肉计  被迫撤诉讼平息 

大黑子与小兰子最近因离婚闹得不可开交。

虽然小兰子怀疑大黑子有外遇，但大黑子一再矢

口否认，反而愤慨地指责小兰子疑心太重，两个

人没有共同语言。三个月以来，大黑子基本都是

夜不归宿，在哪里过夜小兰子也不得而知。 

大黑子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大黑子的母亲

自老伴去世后就和小夫妻同住。见两人不合，她

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刘老太多次劝解儿子回家

过夜，但大黑子总是以没办法和小兰子共处一室、

一见面就要吵架为由，推搪拒绝。她还被儿子告

知，少操心他的事，只要把身体养好就行。 

小兰子是典型的“80 后”，自小在家里娇生

惯养，从来没有受过气。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格外

要面子。得知自己的女儿在婆婆家过得不开心，

他们也劝说过多次，但总不奏效后，还是耐心开

导小兰子和婆婆同住以换回大黑子的理解和感情。

就这样，又过了两个多月，让小兰子没有想到的

是，小兰子没有等到大黑子的回心转意，反而等

到了法院的传票。 

原来，大黑子早在一年前就与小莲子（化名）

相识，并很快坠入爱河。大黑子觉得小莲子体贴

温柔，又比小兰子勤快得多，自己和小莲子在一

起永远有说不完的话，做什么都开心。因此，早有

想法和小兰子离婚，和小莲子在一起。但是鉴于

母亲喜欢小兰子，父亲又不在人世，由于担心母

亲的身体，大黑子一直在等待和煎熬。而小莲子

也不愿一直做大黑子的地下情人，半年前就开始

留大黑子过夜。随着两人感情的日益加深，大黑

子越发想给小莲子一个名分，在经过一番思想斗

争后，还是聘请了律师起草了诉状向法院提起了

离婚诉讼。 

接到法院的传票，小兰子无比焦虑。她无法想

象背负离婚名分的生活是何种状态，也不知道如

何告诉父母，以及面对同事亲友另类的眼光。 

两个星期后，法院组织调解。第一次上法院的

小兰子感到特别忐忑不安，尤其是表情严肃的法

官，让她心情很压抑。她清楚地记得，法官告诉她

说：“天下没有离不掉的婚，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即使这次我给你一次机会判决不离，那么下一次

你就要做好离婚的心理准备。” 

虽然有的朋友也劝她说，趁着没有小孩早些

办离婚手续并非下策。但小兰子从内心排斥离婚，

并知道一旦离婚后，要面子的父母将无奈搬离居

住多年的城市，自己也不可能继续在现在的公司

工作。想想离婚后将面对如此千头万绪的事情，

小兰子就感到非常头疼。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

帮。”正当小兰子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不离”

对策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小菁给她出了一个“妙”

主意，告诉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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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小菁一脸神秘的表情，小兰子满肚狐疑：

“这样行吗？” 

“相信我，没错！”小菁自信地说。 

三天后，大黑子的母亲刘老太照例将晚饭做

好，等儿媳回来吃饭。可是，已经晚上八点了，仍

然不见小兰子踪影。“今天是怎么回事？这孩子

平时都是很准时啊！”刘老太放心不下，给小兰

子打了好几个电话，但是无人接听。刘老太打到

小兰子公司，但公司无人接听电话。儿子不回、儿

媳不归，看着满桌的饭菜，刘老太一点胃口都没

有，神情黯然，靠在沙发上，长吁短叹。 

直到晚上十点半，刘老太突然听到手机短信

的声音。“一定是小兰子的短信！”刘老太赶忙

拿起手机，看完短信后，刘老太目瞪口呆，不知所

措。 

原来，短信确为小兰子所发，但内容却让刘老

太焦急万分：“你儿子对我不好，要跟我离婚，我

再活着没什么意思，在宾馆割腕了。” 

慌里慌张的刘老太过了五分钟才想起来报警，

警局很重视，通过本市的住宿登记管理系统查到，

有两个叫小兰子的女子分别在本市的两个宾馆入

住登记。而离小兰子单位最近的是荷花宾馆，当

民警和刘老太赶到时，小兰子所在的房间房门紧

锁，敲门无人应答。宾馆服务员用备用钥匙打开

房门后，发现小兰子斜躺在床上，左手腕被划开

一条口子，地板上流了一大摊血。床头柜上，一瓶

红酒已被喝了一大半。 

民警见状，立即将已昏迷的小兰子送往附近

医院治疗。所幸小兰子手腕被割破得不深，血流

得不是很多，昏迷主要是喝酒引起。后经医院救

治，小兰子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第二天，小兰子醒来后，紧紧抓住婆婆的手，

告诉刘老太：“妈妈，我不想离婚！如果离婚，我

就不活了！” 

刘老太听完后不禁泪流满面，想起了去世不

久的老伴，感慨万分，悲愤交加。痛骂了在一旁垂

头站立的儿子，并告诉大黑子说：“你们头天离

婚，我第二天就死给你看。看你要看喜事还是丧

事！”小兰子的自杀也让大黑子感到一阵恐慌。

他没有想到，离婚会闹出人命，因此第三天不得

不向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撤诉后，虽然小莲子

再三怀疑小兰子自杀的真实性，但她和大黑子两

人的感情却日渐疏远。 

直到今天，自杀事件已过了三年，小兰子不仅

没有和大黑子离婚，还生育了一个三个多月大的

女儿。而小莲子早在一年前已经和大黑子分手，

去了另外的城市。 

二、法官送达举菜刀  对抗法律用损招 

最近小黑心很烦，不仅是因为正在打离婚官

司，让他感到非常苦闷的是，虽然他早已向法院

提交了离婚诉状，但法官却迟迟未能完成送达。

妻子小兰很有心计，即使收到法院寄来的传票，

也拒绝签收，并告诉邮递员说她不认识叫“小兰”

的人。挂号信一连被退了三次。法官还质问小黑

是否送达地址有误，这让小黑哭笑不得。 

无法取得送达回证，就不能证明小兰收到了

法院的传票，更不能缺席审理。这个道理小黑的

律师已告诉他无数次，小黑感到很气愤，质问律

师：“如果小兰一辈子不签收传票，案子就一辈

子不能开庭，我的婚就一辈子不能离了吗？”律

师也很敬业，找了法官五六次。法官终于答应让

小黑确定小兰的住址后，他带法警上门送达。 

2007年 4月１日小黑确定小兰就在位于桃林

路的家里，将此信息反馈给了法官。法官果然没

有食言，带着两名法警上门送达。 

小兰果然在家，屋里传出了做饭炒菜的声音。

看到身穿制服的法官，小兰开门后非常惊愕，赶

忙将法官让进了屋里。得知来意后，小兰的情绪

开始激动起来。 

“他在外面包养了情人，现在嫌弃我这个黄

脸婆。这种禽兽不如的人，你们竟然还帮他！” 

“这些话你可以在法庭辩论时说，我们现在

是按法律程序进行送达。请你签收传票。”法官

告诉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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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写字！要写你们写！”小兰狡辩道。 

法官看到小兰极不配合，低声向身边的法警

耳语了几句。法警出去，过了十分钟，带了两个人

进来。小兰一看，进来的两位都是自己的左右邻

居，不知法官此举何意，满腹不解地看着法官。 

法官看着小兰说：“如果你再拒绝签收的话，

我们将采取留置送达的方式。反正传票现在放在

这里了，你签还是不签？” 

看到小兰并没有上来签收的意思，法官开始

和两位邻居制作笔录。两位邻居战战兢兢地坐下，

一边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着

小兰的脸色。一时间，小兰不知所措，站在那里呆

若木鸡。 

法官并不理会，继续制作笔录。不料三分钟

后，小兰突然冲进厨房，拿了一把铮亮的菜刀出

来，紧紧握在手上。法官一看，吓了一跳：“你要

干什么？我们在按律执法，你要敢行凶，就是妨

害公务，罪名不轻！”两个邻居见状，纷纷吓得躲

到屋角，吓得脸色煞白。 

“我……我……我不砍你们，你们滚出去！再

不出去，我就要砍自己了！！”说罢，小兰就要拿

刀往自己脖子上抹。 

看到小兰意欲伤害自己，法官也吓得不轻：

“别……别这样，你要冷静！有什么事好商量……” 

就这样，笔录没有做成。法官带着两个法警悻

悻地离开了小兰的住处。 

经历此次事件后，法官的态度变得格外慎重。

毕竟对于小兰这样性格粗暴的人，很难判断其是

否真的要做出极端的行为。此案一拖再拖，最终

按公告送达程序进行了处理。 

四个月后，虽然此案经过了开庭审理，但法院

还是以大黑子未向法院提交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

为由，驳回了大黑子的诉讼请求。  

三、晚上睡觉开煤气  社会舆论给压力 

大黑与兰子最近的离婚官司打得不可开交。

这让兰子万分头疼，与大黑不同，兰子从小到大，

也没有和别人红过一次脸，别说上法庭打官司，

就算争执，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而现在却要面对

大黑提出的离婚纠纷。 

大黑与兰子结婚七年，生育一女现在仍在幼

儿园上小班。刚结婚那一阵，两人的感情还很好。

可是最近几年来，随着大黑交往圈子的日益复杂，

狐朋狗友交结得越来越多，整天沉迷于赌博打麻

将之中。为了筹措赌资，三个月前，大黑竟然提出

要将房子卖掉，换成现金，再赌一把。兰子当然不

同意，就这样，两人越过越不开心，吵架越来越频

繁，直到大黑上法院离婚要分房子分财产。 

更让兰子没有想到的是，面对儿子的赌博恶

习，大黑的母亲不仅不严格教子，劝其回头，反而

和儿子串通一气，向法院提起了欠款诉讼，要求

儿子儿媳连带返还 50万的借款。 

原来，七年前，大黑和兰子结婚时，为了解决

小两口的居住问题，大黑的母亲从自己存款取出

了 50万元，让小两口购买了位于浙江省某市的一

套房屋。这 50万明明是送的，可是大黑却和母亲

私下串通，由大黑向母亲补签了一张借条，结合

大黑母亲当年的转款凭证，大黑的母亲竟然向法

院提起了欠款诉讼，声称当年的 50万是借款，要

求大黑和兰子连带偿还。 

兰子清楚地记得，婆婆向法院提交了一张由

丈夫大黑一个人写的欠条：“今借母亲巫某某人

民币 50万元，用于购房，借款将尽快偿还。”开

庭时间越来越近了，虽然自己也聘请了律师，但

是打官司总有风险，自己也不知道能输能赢，兰

子心里忐忑不安。 

一个月后，欠款案件如期开庭，在法庭上，兰

子的律师一再否定了借条的真实性，并再三强调

这张借条是大黑串通母亲事后伪造的。当年出资

纯属赠送，根本不存在借款的事实。可是，让兰子

没有想到的是，法官对于她的答辩意见却态度漠

然，反而问她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借条是假的，

或者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当初 50 万的出资是赠与

而不是借贷。法官的问话让兰子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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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明明是假的嘛，我又没有签字！

这……”兰子答道。 

后来在律师的提醒下，兰子向法院提出了笔

迹形成时间的司法鉴定，并交了１万５千元的鉴

定费用。兰子的心情非常郁闷，就连普通老百姓

都能识别的骗术，怎么看起来法官就识不破呢？

还要进行什么鉴定，真是费事耗时破财，但她同

时又深感无奈，只能耐心地等待鉴定的结果。 

两个月后，鉴定结果终于出来了，让兰子没有

想到的是，1万５千块换来的竟然是“笔迹形成时

间无法确定”。也就是说鉴定做了也是白做，鉴

定机关收了钱，却不能得出明确笔迹形成的时间。

这钱白花了！更让兰子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自己

的律师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但法官的态度消极，

没有另行指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意思，反而多

次找兰子调解谈心，试图说服兰子适当承担所谓

的借款。眼见欠款官司进展不顺，而审理自己离

婚案件的法官对于欠款的相关案情也毫不关心，

兰子一时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处理。之后在朋友

的劝说下，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2008年4月1日，这天上午是兰子的数学课，

兰子本应在早上７点半到学校备课教书。但上课

铃声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却仍然不见兰子的身影。

同事丹丹拨打兰子的手机，却是关机。因兰子家

就住在学校附近，丹丹便约上一男同事，共同到

兰子家一探究竟。到了兰子家门口，正要敲门的

丹丹忽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煤气味，赶忙让男同

事敲门，尽管男同事连敲带打，但屋内没有任何

回音。焦急的丹丹赶忙报警，在警察的配合下，破

门而入，发现兰子家的煤气管道还在“呲呲”地

向外漏气。而兰子则昏迷在厨房里，并在客厅的

桌上留有一封遗书，上写：“大黑母子恶意串通，

虚构债务天理难容！愚蠢法官没长眼睛，糊里糊

涂做了鉴定。没钱没势要输官司，活在世上没有

意思！……” 

兰子经医院抢救脱离了危险，据医生讲，多亏

兰子煤气开得并不大，家里密封性也不是太好，

兰子才侥幸逃此一劫。兰子自杀的消息很快在左

邻右舍传开，有“好事者”将此消息拨打了新闻

热线，当地晚报的记者经过采访写了一篇《怀疑

夫婆恶意串通虚构外债，某女开气自杀意欲了断

引发的思考》的文章，引起了市民的热烈讨论，成

为该市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又引发了网上的大

讨论——“她该不该自杀？”一时间，社会评论

沸沸扬扬，市民对此案也格外关注。不仅法院，就

连大黑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大黑也在教育系统

工作，与妻子不同的是，他在市教育局工作。大黑

妻子的事情见诸报端后，同事们都对他避之不及。

而法院最终又指定了东南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

该鉴定所明确告诉法官，他们有收集到的足够的

鉴定对比素材，可以给出明确的鉴定结论。在巨

大的思想压力之下，大黑与母亲在商议后，撤回

了欠款诉讼。 

4 评析 

“苦肉计”的本质就是先把自己折磨一番，

让自己的痛苦被他人或大众感知，暗地里却另有

目的。对普通人而言，“人不自害”是人们习惯

的心理定势，“苦肉计”就是运用这一心理定势

造成受迫害的假象，以迷惑或欺骗对方或大众，

进行分化瓦解。 

案例一中， 小兰子接受朋友的建议，在宾馆

开房割腕“自尽”。很明显，“自尽”并非真的

自杀，否则也不会及时给婆婆发短信，告诉婆婆

自己即将实施自尽行为。虽然，小兰子割腕受了

一些皮肉之苦，但换来了婆婆的坚定支持，以及

丈夫的撤诉，也算“苦肉计”行之有效。但这种

方式方法笔者非常不建议采取，此种方式应该批

判。无论如何，不能以生命或自伤作为代价换取

胜诉或解决问题。 

案例二中，小兰为拒传票，拔出菜刀，对法官

扬言自残，如果法官执意送达，就要实施自残。使

法官审理格外谨慎，最终在小兰没有到庭的缺席

审理下，仍然没有判决离婚。虽然小兰上演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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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计”行之有效，但严格意义上，或属违法行为，

阻碍法官执行职务，应该受到谴责。 

案例三中，兰子眼见借款案件中，法官无意继

续进行笔迹鉴定将使自己败诉的风险大大加大，

而接受了同事丹丹的建议，在丹丹的配合下，上

演了开煤气自杀的“苦肉计”，并利用媒体关注

引发重视，从而给法院以及对方当事人极大的压

力，使得鉴定工作重新开展。面对极不利己的形

势，最终迫使大黑和母亲撤回了借款诉讼。 

“苦肉计”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用。因为挨

了打、割了腕、受了罪只是事情的开始，没有成功

的必然，还可能涉及违法。万一被对方及公众识

破，到头来不仅白白自残，还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甚至会因此受伤，真可谓“偷鸡不成反会蚀把

米”。 

当然以上三个案例的“苦肉计”比起三国时，

赤壁之战中“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的成功范本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连环计｜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五 

原创：2022-07-15   家族律评 贾明军 

https://mp.weixin.qq.com/s/N7gOOYKRGhQADFf8ucIclw 

编者按：《富人离婚的 36个计策》2009年由

法律出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

本书将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计”智慧，反

映了承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

版 12年后，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通过

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因系作者早年办案小结，难

免有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原文 

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

在师中吉，承天宠也。 

——《三十六计·败战计》 

2、释义 

连环计，指多计并用，计计相连，环环相扣，

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任何强敌，无攻不破。此计

正文的意思是如果敌方力量强大，就不要硬拼，

要用计使其自相钳制，借以削弱敌方的战斗力。

巧妙地运用谋略，就如有天神相助。 

此计的关键是要使敌人“自累”，就是指互

相钳制，背上包袱，使其行动不自由。这样，就给

围歼敌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万物生机盎然 

计计相连，措手不及难招架 

步步紧逼，大乱方寸败下阵 

小兰子（化名）已经第三次来到我们事务所

了。像她这样，一个离婚案件咨询三次的还真是

非常少见，前两次是她独自前来的，这一次是在

哥哥、姐姐的陪同下一起来的。虽然还没成为我

的当事人，但是她对我来说也已经非常熟悉。 

“甄律师，今天新换了个发型啊！”小兰子面

带笑容，调皮地调侃道。 

“哈哈，我们的当事人如果都像你这样的心

态就好了。”每次见到她，都不能把她和离婚当

事人几个字联系起来。在我们通常的印象里，离

婚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情绪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还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的人不在多数。小

兰子就属于其中一位，整个案件从头到尾，小兰

子的情绪变化都不是非常大，好像处理的是别人

的事情。 

坐定后，小兰子开门见山地说：“前两次听完

您的咨询后，我已经着手开始做一些财产调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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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今天我把我手上掌握的证据都带来了，您看

离婚程序什么时候启动比较好？” 

甄律师接过材料一看，主要是男方所在公司

的一些经营情况，包括一些财务报表等材料。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有了较大起色。记得

小兰子第一次到我这来咨询时，对她丈夫在公司

所任职务都不是非常清楚，只知道丈夫事业经营

得不错，在好几个公司里都担任一定职务。但是

具体丈夫每年年收入多少她一无所知，因为不管

如何，大黑子每月都按 1 万元的家用标准给她。

小兰子没有在意的原因有二：第一，当初小兰子

和大黑子相识时，双方都是一无所有，小兰子从

一开始也没有树立起明确的金钱观念；第二，大

黑子是个要强的人，小兰子相信他会努力，会把

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无需他人操心。并且，

大黑子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与人交往能力谈不上

特别强。就是这么一个老实本分的丈夫，现在突

然要提出离婚，小兰子在感情上自然接受不了。

经过几次咨询，小兰子按照律师的建议采用“连

环计”的策略一步步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 

第一招 暗度陈仓 

当她第一次来律师所进行咨询时，问题的重

点在于怎么样才能让法院判决不离婚，怎么样才

能挽回这段感情。但是当律师得知，双方已经分

居，并且男方态度很坚决、心情很急迫的时候，甄

律师就知道小兰子挽回这段婚姻的可能性已经不

大。虽然知道小兰子接受不了，但律师还是告诉

她，只要夫妻一方想离婚，且态度坚决，离婚是迟

早的问题。小过，律师也告诉小兰子，如果男方向

法院起诉，只要她坚决不同意离婚，第一次起诉

判决不离婚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从长远

考虑，也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双方婚后生育了

一个男孩，现年 5 岁）将来的生活，律师建议小

兰子适当做一些调查取证工作。因为双方已经结

婚 10年，这不短的时间却没有共同财产，有点不

可思议，并且双方各自的职业都还不错，这样的

说法实在没有说服力，归根结底，主要原因在于

小兰子对大黑子的财产情况一无所知，所以趁现

在夫妻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全面升级的时候，小兰

子应该多关注一下大黑子的收入情况，做个有心

人，在不被对方知晓的情况下保留一些证据以备

将来之用。 

另外，小兰子最近还发现，大黑子和其他女性

似乎有暧昧关系，这也出乎小兰子的意料，以前

出于信任，小兰子没有太注意大黑子的异动，而

现在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小兰子觉得枕边人突然

非常陌生，不但如此，似乎越是往下挖、大黑子不

为人知的小秘密就越多！ 

眼下，小兰子方面所能提供的材料暂时已经

告一段落，别看大黑子话不多，自我保护意识非

常强，有一次小兰子为了了解大黑子公司的财务

情况去了次大黑子的公司，大黑子立马警觉地问

小兰子来公司的目的，致使小兰子空手而归。律

师建议小兰子通过一些大黑子身边的朋友以及律

师的工商调查，了解与大黑子有联系的公司的工

商情况，明确大黑子是否占有股份等情况。 

一个多月后，调查工作有了阶段性成果，整个

调查过程中律师和小兰子保持着联系，每星期都

见面沟通一次，双方的信息进行互换，确定下步

的操作步骤。工商材料边调取边归纳，通过梳理，

大黑子财产持有情况已变得越来越清晰明确。 

第二招 假痴不癫 

小兰子这边积极展开行动，大黑子那边也没

有闲着。每天积极催促小兰子离婚，愿意拿出 200

万，并好言相劝道，这点钱虽然不多，但已经足够

她们母子俩花销，再说小兰子自己也有收入，他

还会每月给付 1500的抚养费等等。对大黑子的软

磨硬泡，律师和小兰子早就沟通，千万不要和大

黑子正面谈条件，以免打草惊蛇，能回避则回避，

实在无法回避就表现得无辜、可怜，示弱，希望男

方不要急于下结论，毕竟儿子都九岁大了，要为

孩子的将来考虑。 

第三招 远交近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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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从小兰子发现大黑子有暧昧的

红粉知己后，她试图联系那个女孩。经过一段时

间的联系，终于和“红粉知己”接洽上。小兰子

和女孩一聊，女孩才如梦初醒！方才知道大黑子

已经结婚多年，孩子都已经九岁大了，大呼上当

受骗！并告诉小兰子除了她以外，大黑子还有其

他交往过密的女性，为了这事，她还曾经和大黑

子大吵了一架。现在两个曾经被大黑子欺骗的女

人决定站在一条战线上，女孩还提醒小兰子要对

大黑子多加提防，因为在她与大黑子交往的过程

中，发现大黑子其实是个城府很深的人，自己是

被虚幻的爱情冲昏了头脑，现在想想早应该从一

些蛛丝马迹中认清这个人的真实面目。女孩说，

如有必要，她愿意出庭作证，这也是她为了补偿

小兰子唯一可以做的事。 

第四招 欲擒故纵 

女孩子的帮助，不仅固定了大黑子对婚姻不

忠的证据，还为了解大黑子的资产情况打开了一

扇门。大黑子的公司有个财务，深得大黑子的信

任，担任大黑子所任职几个公司的财务总监，所

以她对大黑子的财务状况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

小兰子决定以她为目标，寻求突破。小兰子主动

联络财务刘花花，两个女人都 30 岁左右，年龄相

近，也使得两人比常人有更多的共同话题。自从

知道财务刘花花的联系方式后，小兰子时常给她

打电话，一开始刘花花以为小兰子是想从她口中

套话，不愿意多接近小兰子，但是通话几次，小兰

子对钱的事情只字未提，只是和她聊些家长里短，

并表示自己朋友也不多，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其实

是很需要几个知心姐妹的，等等，这些话倒是引

起了刘花花的共鸣。想想自己平日里除了工作就

是在家带孩子，干家务，一点生活乐趣都没有，自

从和小兰子相熟后，两人常常结伴逛街吃饭，像

是回到了少女时代，人都感觉年轻几岁。原本常

听老板抱怨自己老婆没有生活情趣，自己还挺同

情他，现在看来事实根本并非老板所说，这个老

板娘不仅懂得享受生活，还很风趣幽默，两个人

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直至有一天，小兰子泪

流满面地和刘花花哭诉自己将被丈夫抛弃，刘花

花早就没了防备之心，而是一个劲地安慰小兰子。

小兰子说，大黑子愿意拿出 50万作为分手费，但

自己要的不是钱，而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刘花花

听罢，马上说大黑子也太不上路了，才 50万就想

把糟糠之妻打发去另结新欢，也太吝啬了。小兰

子显得很困惑，他说他把他奋斗了大半辈子的积

蓄都给我了，希望我以后有个更好的归宿，说到

这，小兰子又泣不成声。 

“哪呀，你别听他胡说，50 万对他来说，根

本不算什么，你该问他多要点。”刘花花义正词

严地说。 

“难道他在骗我吗？但是我们夫妻都那么多

年了，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再说，也许真的是我

做得不够好，50万其实也不少了。” 

“你呀你呀，你知道他有多少钱吗？加上他

在一些公司的股权，至少这个数。”刘花花说着

伸出两个手指。 

“200 万还是 2000万？”小兰子显得很吃惊。 

“2000 万啊，你个傻瓜，看你样子挺聪明，

怎么这事上这么糊涂呢？” 

“不可能啊，我们都是工薪族，怎么可能会有

这巨额的财产呢？我们家到现在住的还是我们结

婚那会买的老房子呢！” 

“这你就不懂了，这些年，黑总能力的表现非

常好，自从他上任后，公司盈利增长了 20%，公司

大老板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给了他些股份。除了

我们这家公司，他在其他地方也有股权的哦。”

刘花花报了一串名字…… 

第五招 隔岸观火 

距离小兰子委托律师办理已经两个月有余，

律师认为，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甄律师主动

找到大黑子，看得出大黑子十分吃惊，他印象里，

小兰子口口声声说不愿意离婚，突然转眼间冒出

来个律师，明摆着就是给他一个偷袭。 

不过，很快大黑子恢复了镇定：“没想到，平

时那么节俭的人还请律师了啊，怎么样，她考虑

清楚了没有？” 

经过一番交涉，在向他披露女方所知的一些

情况后，大黑子依然坚持和小兰子的夫妻共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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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只有一套房子。现在他不仅愿意把房子给小兰

子，还愿意多给 50 万，已经非常宽厚了。看来这

是个“不见黄河不死心”的人！ 

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大黑子曾经从个人的

资金账户给过企业采购经理 30万，并且短期内没

有资产回流的现象。那这笔钱的性质该如何界定，

是借款还是其他性质呢！ 

小兰子设法联系上了这位采购经理，发现大

黑子曾给他汇过一笔款，而且数目还不小。打电

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钱而

已。当这位采购经理听到小兰子问到这笔钱时，

他马上辩解说，是自己手头周转有问题，问大黑

子借来调调头寸。 

“哦，原来是这样啊。”小兰子佯装恍然大

悟！ 

自从小兰子点燃这根导火线以后，大黑子就

很频繁地打律师电话，推进相关离婚调解方案的

制订。看得出，他有些急躁。 

经过五招计策的综合运用，经过两个多月的

反复协商后，大黑子终于同意以给小兰 600 万元

补偿款的代价换取单身的自由。 

 

图示 连环计实施步骤图 

4、评析 

连环计的运用讲究的是时间的紧凑性和布局

的合理性。通过一系列计策的运用打乱了对方的

节奏，化被动为主动，环环相扣，钳制了对方的思

想及行动。这些计策的成功实施，和律师的策划，

当事人冷静沉着、遇事不慌的性格都有着密切的

联系。 

本案总的指导思路是一个反客为主的过程。

从暗渡陈仓到借刀杀人，层层推进，对对方的影

响也逐步深入，如同抽丝剥茧，一艘巨型的潜水

艇逐渐露出水面。 

律师建议，婚姻走到尽头时，仍需要保持冷

静的头脑，为了一时意气掉进了激将法的陷阱就

得不偿失了。一旦婚姻关系解除后，再回头盘算

自己的损失可能只能仰天长叹了。所以，如果一

方急于离婚，另一方在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前，

千万不要被对方的节奏所左右，被动接受离婚的

苦果。建议放慢脚步，收集证据，进行论证分析。

了解一个人需要时间，了解一个人的财产、人脉

关系更需要时间，所以切记不要急噪，要从对方

的频道中转换过来。婚姻大事非儿戏，结婚是，离

婚亦是。在一定的期限内，尤其是一方还未起诉

前，有时间让你充分“熟悉”一个人。法院判案

是看证据，而不是看一方的心理期望值，掌握越

多对方的财产证据或线索，则被法院支持或调查

落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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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为上｜离婚三十六计之三十六 

2022-07-20  家族律评 贾明军 

https://mp.weixin.qq.com/s/xp2XvLdpQGCtRcGJ3ISzig 

编者按 

《富人离婚的 36 个计策》2009 年由法律出

版社出版。后该书售罄，内容已难以找寻。本书将

婚姻案件办理结合国学“36 计”智慧，反映了承

办律师在办理婚姻案件中的心得体会。出版 12年

后，作者对文中部分内容作了修订，通过网络社

交媒体分享。因系作者早年办案小结，难免有误，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原文 

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三十六计·败战计》 

2、旅途中的点滴 

在离婚诉讼中，如果对方的势力过于强大，我

方应该避免正面与之较量冲突，以退为进，视机

破敌。采用回避锋芒、绕道而行的方式，不正面交

锋，也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旅途中的点滴 

避而不见躲锋芒，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们在代理婚姻案件中，一方当事人采取

“走为上”的方式来应对另一方提出离婚请求或

法院传唤、开庭的情况较为常见。在诉前、诉讼、

诉后三个阶段，都有体现。 

一、起诉之前的“走为上” 

（一）搬出家门，另住他地 

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当夫妻矛盾加

深，不能共处时，出于安心凝神，有时会出现一方

当事人主动搬离共同居住的房屋，在外居住的情

况。除了避免冲突以外，一方主动搬出，还可能是

因为便利与“情人”约会。当夫妻关系破裂时，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一方搬出，对证明夫妻感情

的恶化程度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在朋友家的暂

住证明或通过中介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证明，这

些除了证明夫妻感情不能共同维系，还能证明夫

妻间存在分居的情况。经过统计，在甄律师办理

的离婚案件中，有近 20%的当事人选择了“要离

婚，先分居”。虽然离婚前的分居，在第一次判决

中没有起到多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回避直接矛盾

以及法院第二次判决离婚，能起到积极的推进作

用。 

（二）“抱子”出门，销声匿迹 

夫妻俩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很常见，通常父

母双方都想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为了达到争取

到抚养权的目的，当事人大多都煞费苦心。比如，

到医院出具自己不能生育的证明，或者指责对方

有不良恶习，比如酗酒、赌博，甚至在法庭上举出

对方打骂孩子的例子等等。而“抱子”出门让另

外一方无法行使直接的照顾和抚养，是离婚案件

中常见的情况。 

2005年，大黑子与小兰子夫妻感情不和。因

为孩子只有一岁半，所以大黑子在咨询律师后并

没有向法院起诉离婚。原因是，经过分析，他觉得

自己和小兰子的条件相当，工资收入所差无几，

双方家庭条件类似，受教育程度都是大学毕业，

而法律又规定两岁之内的子女以女方抚养为原则。 

后来经过精心策划，大黑子以带孩子到公园

玩为由，将孩子带出家门，坐上早已准备好的车

辆，将孩子藏匿在老家，由父母照顾。而自己也

“玩”起了失踪，除了在公司上班外，基本上彻

夜不归。发现孩子被大黑子藏匿之后，小兰子非

常气愤，拨打大黑子的手机评理，但大黑子一听

是小兰子的声音，便将电话掐掉。无奈之下，小兰

子向 110 报警，但警署却告知，由于家庭内部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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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孩子并非真正失踪，因此警方无法过多干涉，

在电话引导劝解之后，警察建议小兰子通过法院

来解决争议和纠纷。 

为了见到大黑子讨个说法，同时问出孩子的

下落，小兰子在上班时间找到大黑子公司，质问

大黑子。但是大黑子却粗暴地将小兰子推出公司

大门，并扬言如果小兰子再来公司捣乱，就让警

察来“抓”小兰子。 

小兰子的父母知道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一

方面担心孩子是否安全，另一方面又觉得大黑子

的做法太过分，没有必要再和这种人继续过下去

了，并和小兰子一起到律师事务所寻求帮助。但

是按照律师的说法，由于一方抱走孩子，不属于

法定判离的情况，并且在开庭时男方也可能否认

擅自将孩子带走。因此，在男方坚决不同意离婚

的情况下，法院判决离婚，可能性并不大。并不能

达到第一次审判就能将孩子的抚养权争取归己的

目的。而第二次诉讼时，孩子已超过两周岁，并已

经与男方及其家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届时争

取孩子的抚养权时，女方可能处于下风。可见将

孩子突然带走，不让另一方直接照顾孩子甚至不

让与孩子直接见面，目前我国的法律救济途径尚

有不完备之处。需要有规范制裁父母一方擅自将

孩子带出惯常住所的行为。 

（三）锁门关机，拒不联系 

当一方多次向另一方提出离婚，甚至聘请律

师与配偶联系协商离婚时，另一方如果不愿意面

对，甚至故意回避一方的离婚请求，或者离婚协

商达不到自己满意的条件时，可能会采用锁门关

机的方法“走为上”。即不在家里居住或者很少

在家里居住，关掉自己的手机或者更改电话号码，

让一方联系不上。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拖延离婚的

时间增加提出离婚一方的心理压力，以达到自己

的目的。当然中国有句古话，叫“躲得了初一，逃

不过十五”，因此，采用这种“走为上”的办法，

只能缓一时之急，并非长久之计。 

二、诉讼之中的“走为上” 

（一）故意以管辖异议拖延时间 

在诉讼中，即使一方将官司打到了法院，即使

由法院居间调解或审理裁决，“走为上”计策的

运用依然屡见不鲜。比如，提起管辖权异议就是

“走为上”的方法之一。所谓管辖权异议，就是，

离婚案件中的被告如果认为寄送传票的法院依照

法律规定不应当受理此案，而提出的异议。明确

被告认为该案应由他处的某一法院管辖。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案件一般采用“原

告就被告”原则，即以被告的户籍所在地为确定

的管辖法院。如果被告实际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

地方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就以实际居住地为管

辖法院。而在实际操作当中，有时候户口所在地

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住所地很难区分。 

我们曾代理过类似的案例。小兰与大黑系从

吉林到上海创业的夫妻，虽然他们在上海有购置

住房，但户口仍然还在吉林老家。小兰因认为夫

妻感情不和，向在上海的房产所在地的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状。因小兰立案时提交

了三年前办出的登记为两人产权的房产证，因此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经过形式审查就受理了

此案。但是在开庭时，大黑的律师却提出，大黑虽

然在上海购有住房，但其并未在上海连续居住，

而是由于生意原因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因其户

口仍在吉林，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此案应由

吉林某法院受理，此案应移送到东北吉林去打。

小兰一听立即提出异议，指出双方已在上海连续

居住了多年，根本不存在大黑奔波全国而没有在

上海连续居住的事实。但是根据举证规则，法院

限期小兰 7 天内举证，让其举出大黑在上海已连

续居住 1 年以上的相关证据。小兰虽然与众多邻

居联系，但是大多数邻居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态度，婉拒了她的求助。一周过去了，由于

小兰未能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法院将此案裁定

转移至吉林省某市人民法院。由于小兰并未做在

吉林打离婚官司的准备，所以无奈之下，小兰撤

回了离婚诉讼。 

6个月后，小兰再次提起了离婚诉讼，为了避

免管辖权上的纠缠，这一次她特意直接向吉林省

某市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不料大黑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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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管辖权异议，声称大黑截至到小兰提起诉讼时，

已在上海房产所在地居住满一年，并从小区物业

开具了证明。物业公司出具证明说自从该房交房，

夫妻二人就在该小区居住，至今居住已连续超过

一年。这样一来，吉林省某市人民法院又将此案

移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本案例中，大

黑两次管辖权异议，即为两次“走为上”计策的

运用。站在大黑的角度，他担心第一次和第二次

诉讼时，小兰在浦东新区和吉林省某市人民法院

做了充足准备，为了避其锋芒，大黑采用了利用

管辖权“走为上”的计策。 

（二）借故不到，开庭推延 

即使管辖权没有问题，很多当事人依然借用

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或法官审慎的心理，制造

出使用“走为上”的机会。 

兰子与黑子感情不和。黑子一纸诉状将兰子

诉至某区人民法院，法院按照程序向兰子送达了

传票，确定在 4月 15日开庭审理。法院也收到了

兰子签收的送达回证。但是，4月 15日当黑子带

着自己的律师风尘仆仆赶到法院后，才发现兰子

并未到庭。开庭时间已超过 10分钟，法官以及原

告都正在法庭等候时，兰子打来电话声称其在开

庭路上突然发病，不能赶来开庭。黑子一听，马上

告诉法官说，这是假的，她肯定是在故意躲避开

庭。经过合议，法院告诉黑子，他们会在下次开庭

时让兰子出具就诊治疗的相关证明。如果确实前

往医院治疗也属于突发情况，希望黑子能够理解。 

经过几番波折，法院又确定此案于 5月 17日

开庭。到了开庭这天，兰子同样没有出现。更为过

分的是，这一次连电话都没打来一个。黑子及其

律师再三要求法院缺席审理。但是法院告诉黑子：

第一，兰子出于何种原因未能前来开庭目前情况

不明，需要查实；第二，最高人民法院曾有批复，

对于离婚案件的缺席审判需要慎重。一般情况下

不适用缺席开庭，因此劝解黑子耐心等待。 

之后，法院又确定了第三次开庭时间，没有任

何悬念的是，兰子此次依旧没有到庭，这次法院

虽然进行了缺席审判，让黑子欣喜不已，在法庭

上黑子不仅向法官倾诉结婚后的种种不幸，而且

又指出兰子三次出题三次不来是对法院的藐视。

法官似乎也对兰子的缺席颇为不满，黑子庭审后

满以为能收到判决离婚的喜讯。但法院寄送的判

决书却让黑子出乎意料。法院以黑子未能举证证

明夫妻感情破裂为由，驳回了黑子的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兰子采用借故不到庭以及故意不到庭

的方式三十六计“走为上”，不配合法院的审理。

而对于离婚案件的缺席审理以及判决离婚，我国

法律确实非常慎重，也有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未配合法院审理的一方却“赢”

得了诉讼，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三）不接传票，判决缺席 

在上一个案例当中，兰子的做法虽然有些

“可恶”，但毕竟还是签收了法院寄送的传票。

因此她的做法毕竟还对司法程序有点“尊重”。

在实践中，比兰子做法更“过分”的也不在少数。

小黑子与大兰子系在美国留学期间认识并在美国

注册结婚。婚后不久，大兰子回到了上海发展，小

黑子仍然在美国学习深造，由于聚少离多，长期

分居，双方的感情日渐淡薄。同时大兰子与本公

司的刘某产生恋情，为早日解除婚姻关系，重新

开启生活的航程，大兰子多次与小黑子通过越洋

电话、电子邮件提及分手，但均被小黑子婉拒。 

无奈之下，大兰子向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提

起了诉讼。由于小黑子身处美国，根据当时的送

达规则，此案需由外交部驻美国领事馆送达，因

此仅仅送达一项，程序繁杂，耗费了三个多月时

间。可是，虽然已明确这些诉讼材料由我驻外机

构向小黑子进行送达，但是送达回证却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音讯。大兰子再三催促法院开庭，法官

却表示在未收到小黑子的送达回证前，不能缺席

开庭。如果不能确定小黑子是否收到了传票，只

能通过公告进行送达。这样，大兰子在交纳了几

百元的公告费后，开庭的通知于 2006 年 3 月 11

日在《人民法院报》上进行了刊登，公告期为六个

月。确定该案在 2006年 10月 7日开庭。2006年

10 月 7日，小黑子依旧未出庭，也没递交任何答

辩意见。虽然当庭判决解除婚姻关系，但法院告

知大兰子，此案小黑子有一个月的上诉权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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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判决仍需公告，时间为 6 个月。这样，此案从

2005年 9月大兰子提起离婚诉讼到 2007年 5月，

前后用了两年之久。可见，一方在国外的当事人

采用“走为上”，不理睬国内法院的法律文书，

另一方当事人的离婚时间仍然需要几年以上。在

本案中，大兰子的离婚程序还算顺利，如果小黑

子在公告开庭前一天出现，或在上诉期间届满前

上诉，案件结果胜负难测，而大兰子的离婚时间

更是扑朔迷离，难以预测（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二百七十四条 人民

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

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八）

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四）攻城不下，撤诉收兵 

在形形色色的“走为上”计策的运用中，一

方往往通过回避、失踪等伎俩，钻法律程序的空

子，陷对方于诉讼的深渊中。虽然有些当事人走

到最后，获得了“胜利”，但是更有些当事人抵

挡不住风口浪尖的压力，在反复作战未果后，只

能偃旗息鼓，或因判决结果对自己不利撤诉收兵。 

2004年，黑黑与蓝蓝经人介绍相识，经过两

年恋爱后登记结婚。结婚之后，在蓝蓝父母的资

助下，双方共同购置了一套商品房，价值 90 万。

该房首付 50 万，蓝蓝父母出资 30 万，小两口拿

出了 20 万的共同积蓄，房产登记在小两口名下。

结婚三年后，由于种种原因，黑黑与蓝蓝的父母

产生了矛盾。主要焦点在于购置新房后，蓝蓝的

父母搬来与蓝蓝及黑黑同住，刚开始，黑黑感觉

还可以，但随着共同居住时间的延长，黑黑和蓝

蓝的父母在处事习惯、共同观念上埋下了积怨。

在一次剧烈争吵后，经再三考虑，蓝蓝向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与黑黑解除夫妻关系。

起诉之前，蓝蓝想，购买住房时，自己父母曾出资

30 万，现在房子已增值 40%，即便父母对增值部

分没份，但当初出资的 30万小两口也应该拿出来

归还两位老人。同时很多亲戚朋友包括同学在内，

也赞同蓝蓝的说法，都认为两位老人辛苦攒下积

蓄 30万元的出资，小两口在离婚时于情于理都应

归还。不料，在庭审调解时根据对方律师的观点，

蓝蓝父母给付的 30万元，法律上认为是对小两口

的赠与，对方律师还拿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蓝

蓝非常恐慌，连忙也聘请了律师寻找计策。 

律师认为如果蓝蓝不是急于离婚，是否可以

考虑通过撤诉的方法撤销此案，从长计议。蓝蓝

听从了律师的建议，婚虽然没有离掉，但黑黑继

续与蓝蓝及其父母共同居住，非常尴尬。蓝蓝的

父母有时候也故意使脸色给黑黑看，黑黑感觉在

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非常压抑，而外出租房经济压

力又大。因此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当起了原

告。不料在庭上，蓝蓝却以夫妻感情未破裂为由

不同意离婚，这让法官感到有些棘手，难以判决。

后来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双方达成了协议，以黑

黑返还蓝蓝父母 10万元人民币为条件，在房产折

价款中予以折抵，达到了离婚的目的。此案中，蓝

蓝采用撤诉“走为上”的计策，不堪忍受的黑黑

当起了原告，抓住其急于离婚的心理，争取了 10

万元的权利，也是“走为上”计策的运用体现。 

三、诉讼后的“走为上” 

（一）“隐居”山林，对抗判决 

对于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实存在个别案

件执行难的问题。即使在婚姻家庭案件中也是如

此。蒋兰兰（化名）与张黑黑（化名）经过几个月

的离婚大战，终于在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一纸判

决后告以终结。按照法院判决，蒋兰兰应在判决

生效三十日内向张黑黑支付股权转售款 168 万元

整。在判决下达之前，蒋兰兰就担心张黑黑转移

隐匿财产，申请法院要求财产保全。但是由于张

黑黑声称以上钱款均用掉为由，拒不提供银行账

户。当时司法与金融并没有联网，转让款查询不

到，导致法院无法查封。虽然大家都知道，“钱款

已用掉了”只是借口和托词，但也没有好的办法。

后来，离婚判决书也判决张黑黑将一半股权转让

款给女方，但离婚判决送达后，蒋兰兰不放心，担

心张黑黑不付钱，几乎日夜紧随张黑黑，生怕他

跑掉。但是事与愿违，判决生效的第１７天，蒋兰

兰发现张黑黑匆匆赶到机场似乎意欲乘机离开。

蒋兰兰立即打电话给主办法官，要求法官派法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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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制止。但是法官无奈地告诉蒋兰兰，由于尚

未达到给付时间，因此不符合采取相关强制措施

的条件。就这样，张黑黑一去不复返，从此音讯全

无，一晃时间过了２年多，虽然此案早已立案执

行，但由于无法得知张黑黑的下落，只能暂时执

行终结。 

（二）移民海外，常年不归 

吴兰兰（化名）与 Mike（化名）在澳洲登记

结婚。婚后育有一子，后取得澳洲国籍。由于性格

不合，双方在国内通过诉讼离婚。根据法院判决，

子女抚养权归吴兰兰所有，Mike每月享有两次探

视权。半年后，当 Mike再按协议到吴兰兰住处探

视儿子时，却被邻居告知，吴兰兰已将房产售出，

下落不明。后 Mike多方打听，才得知吴兰兰已取

得新西兰绿卡，在一周前拿着儿子的护照购买了

去新西兰的机票，离开了中国。具体在新西兰何

处居住，无从知晓。Mike赶紧向警署报案，警署

表示此非治安案件，仅能做案件登记，不能予以

受理。Mike又聘请律师到法院说明情况，申请执

行。但执行庭法警告诉 Mike，由于吴兰兰已在新

西兰，他们只能对吴兰兰入境情况进行监控，并

不能帮助 Mike通过外交途径寻找吴兰兰。而对于

吴兰兰是否回国，警方表示暂时也无从知晓。就

这样，吴兰兰通过“走为上”的方式将子女带出

国，Mike只能通过新西兰律师进行维权了。 

4、旅途中的点滴 

“走为上”为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把握该

计主要有以下几点含义： 

1.以退为进 

如果形势对我方不利，而我方又很难通过努

力改变形势，最好的办法是有计划的组织“撤

退”，以便积蓄力量寻找时机。 

2.知难而退 

客观上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强求，否则即使

“蛮干”，也会贻害无穷。“知其不可为而不为”

同样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3.激流勇退 

在离婚诉讼中，有时候形势转变只是一瞬间

的事。离婚过程中暂时的得与失，都不能表明最

后的结果。依法合规地采取激流勇退，避其锋芒，

寻找战机的做法是值得当事人借鉴和思考的，而

那些自私的、不顾及别人利益和子女权益的“走

为上”，是不应采取和应受到谴责的！ 

总之，“走为上”计看似消极，却蕴含玄机，

甚至可以起到反守为攻的出奇效果。在离婚诉讼

中，当事人应当吸取前车之鉴认真分析、总结案

情、采取措施，防止对方使用“走为上”计来侵

害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话贾明军：顶级婚姻家事律师团队的“笨鸟”精神丨律新调研 

原创：2022-07-20   律新 V 品 杜慧中 

https://mp.weixin.qq.com/s/4Mh9qvKe0OR_T7tOmtPp5g 

23年，经历了律师成长的“两极”，他从寂

寂无闻的小律师成长为行业“大拿”，他从国内

第一家专业婚姻家事律所的创始人，到转战大所

平台成为“私人客户/财富管理”领域的顶级律

师。他就是贾明军律师。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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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贾明军律师的名字，圈内人纷纷称赞他

为“行业翘楚”： 

1999年开始执业，专注婚姻家事领域 23年； 

2006年创办中国首家专业婚姻家事律师事务

所； 

2014 年加入红圈所之一的中伦律师事务所； 

2015年创办“笨鸟俱乐部”，汇集了大批私

人财富管理领域的优秀法律人； 

出版婚姻家事领域专著十余册，堪称出书“劳

模”； 

多次被钱伯斯评为亚太地区领先的“私人客

户/财富管理”律师； 

团队人才辈出，多位后辈成为各大律所婚姻

家事团队的领军人物； 

…… 

经历了中国婚姻家事服务领域 20 余年的变

迁，贾明军如何看待婚姻家事法律服务专业人士

的发展之路？如何打造婚姻家事法律服务的高端

品牌？如何建立卓越团队？如何看待婚姻家事法

律服务行业的发展前景？ 

近日，在华东政法大学公共法律服务研究院

的指导下，律新社研究中心在开展《中国婚姻家

事法律服务品牌发展报告（2022）》及《精品婚姻

家事法律服务品牌指南（2022）》调研工作时，与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贾明军律师进行了对话。 

01、与时俱进 开拓婚家法律服务的蓝海 

这是物质财富高速增长、信息快速传播的时

代，也是家庭矛盾越加突出的时代。据律新社调

研，近年来，婚姻家事法律服务业务需求更加密

集、业务更加复杂、竞争越发激烈。 

改革开放 40年来，随着家庭财富的积累，客

户的资产配置出现了全球化、多样化的趋势，个

人资产和公司资产的交叉领域增加。 

2021年发布的《麦肯锡中国金融业 CEO季刊》

显示，亚洲超高净值（个人金融资产在 2500万美

元以上）和高净值（个人金融资产在 100万到 2500

万美元之间）客户在多元化的全球资产配置、使

用高杠杆工具等方面的需求尚未得到很好的满足。

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带来了多元化的财富管理法

律服务需求。 

调研员：您很早就开始研究婚姻家事业务与

商事、资本市场及其他各个领域业务的结合，您

认为近年来私人财富规划领域的法律需求主要有

哪些变化？ 

贾明军：私人财富规划领域的法律需求在变

化中存在着不变，在不变中又有些变化。目前来

看，有以下 4点变化： 

一是法律服务的跨境化。无论是传统的婚姻

家事领域，还是新兴的私人财富规划领域，客户

的需求中都涉及跨境法律服务。 

二是跨业务领域。随着客户财富规划的需求

复合化增强，我们经常会和公司律师、税务律师

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财富规划的方案。 

三是跨律师事务所的合作。我们现在不仅是

和自己律所不同业务板块的律师合作，还会和其

他所的律师在同一个案件中进行合作。 

四是跨行业的合作。现在我们团队的张心仪、

袁芳律师就在和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调研员：您认为目前婚姻家事法律服务有哪

些创新业务？您比较看好哪些业务？ 

贾明军：我认为创新业务主要还是根据市场

需求展开的。在诉讼业务方面，我较为看好跨境

的创新服务。随着客户资产的全球多元化配置，

客户的身份、国籍可能涉及外籍，包含跨境元素

的诉讼案件将会越来越多。同时，我还看好重大

复杂、与公司及资本市场结合的婚姻家事法律服

务，目前市场上提供此类服务的律师还比较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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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诉业务方面，我对继承业务中的非诉服

务非常看好。我们团队现在正以遗产管理人为切

入口进行服务。 

从表面上看，遗产管理人是很小的继承类业

务，但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盘子。人固有一死，每

个人，特别是对于有产者，在我国法治环境不断

完善的推动下，主动设置遗产管理人、科学规划

遗产管理是刚性需求。 

遗产管理涉及诉讼和非诉业务的结合，是一

个“系统工程”。其中，非诉业务是“生前”和

“身后”的结合，是人们在还健在的时候，甚至

是在壮年时期就可以开始规划的。这其中涉及的

财产分成境内、境外财产，股权类、非股权类财产

（股权分为已上市和未上市公司的股权），还分

成管理类、经营类的财产，其范围极大、极广，涉

及很多法律学科，很有发掘价值。 

02、品牌打造 围绕客户决策的“三个层级” 

上海疫情期间，2个多月来，贾明军律师团队

过得并不清闲。在抢购生活物资、完成核酸检测

的间隙中，他们推出了《私人财富管理实务操作》

套书，并在团队公众号“家族律评”上发布了 85

篇文章。 

 

资料来源： “家族律评 ”公众号 

除了发布专业内容，贾明军律师团队也经常

举办线上、线下业务研讨活动。他们在疫情期间

发起了 6场线上直播，平时也经常举办线下论坛。

2021 年 5 月 15 日、16 日，“笨鸟俱乐部”联合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等机构主办了家事律师

法律实务论坛，30余位长期致力于婚姻家事和财

富传承业务领域的律师参与论坛并分享经验。 

 

调研员: 2008 年至 2011 年间，您每年都会

出书，非常高产。有的律师也经常有出书的想法，

却因时间精力有限而没有落实。您的团队是如何

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写作的？ 

贾明军: 我们目前出书的速度不快，反而越

来越慢了。我们上一次出的书还是 2016年的《婚

姻家事法律师实务》，与现在出的一套《私人财富

管理实务操作》间隔了 5 年多。速度放慢，一方

面是因为在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谨慎下笔、

反复斟酌，担心写得不好闹出笑话；另一方面，出

书本身是为了回顾、分享和共同进步，而不是为

了盈利，不能急于求成。 

出一套书确实耗时耗力。最近出版的这套《私

人财富管理实务操作》，仅目录拟定就耗时一年

多，从后续分工到内容核定、审稿又耗时一年。内

容主要涉及我们团队多年来在私人财富管理领域

的实践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及各地方法院的司法

观点与审判思路，以及私人财富法律管理业务中

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尽量让内容丰富一点。不

过，书里的内容虽多，但深度仍然不够，希望能给

读者一些启发。 

调研员: 发布专业内容、做活动、出书都是

打造专业品牌的重要方式。您觉得花费如此精力

打造出来的品牌，在客户决策中的重要性是否得

到了体现？ 

贾明军: 从客户选择角度看，品牌分为三个

层级： 

一是律所品牌。律所的品牌在客户决策中占

2-3成比例，客户会基于律所品牌对我们有个先入

为主的概念； 

二是团队业务主办律师的品牌。我经常遇到

客户用类似招投标的方式找婚姻家事律师，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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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一个服务律师前会对其做背调、了解律师的

业绩； 

三是团队中其他律师的品牌价值。我们现在

都是以团队为单位提供服务，团队中其他律师的

能力也间接体现了服务的质量。 

客户作决策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可以打个

比方，就像选择空调一样：去买空调时，我们第一

看牌子；第二看需求，空调是安装在家里还是放

仓库？如果是自用，就要求质量过关；第三看创

新度，比如这个空调是语音遥控的，还有降噪功

能，那我就会选择它。把这个评价标准放在品牌

力上面类比，也是一样。团队的品牌口碑、技术性

和创新度就是品牌力。对于有实力的客户，就算

你只有一个小创新，别人也会愿意为此买单。 

调研员: 您觉得在品牌建设中有哪些困难？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贾明军: 我个人认为在品牌建设中遇到的第

一个困难是客户的积累。因为我们主要从事针对

个人和家庭的法律服务，偶尔性、不稳定性特别

高，很少会有存量客户。当遇到业务波动时，非常

考验律师的自信心和抗压能力。 

第二个困难是在品牌建设中的宣传手段和方

式上，我们需要考虑客户的接受程度。 

第三个，也是最大的困难，即品牌建设的持

续积累。短时间的宣传不能称之为品牌建设，品

牌建设应该是持续性地不断输出内容，所以时间

和坚持是对品牌建设的重要考验。 

调研员: 您如何看待品牌战略和业务发展之

间的关系？ 

贾明军: 品牌战略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许品牌战略和现行业务不合拍，比如将来的计

划是承接重大复杂诉讼与非诉业务，但现在可能

还是以较为基础的诉讼业务案件为主。品牌战略

和现行业务存在差异，要从专业学习、队伍建设

和时间学习三个方面利用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

来实现制定的品牌战略。 

我们团队也配备了一位专业的品牌建设和市

场营销人员，她持续关注品牌宣传和市场推广。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目标客户群，定制适合自己的

品牌建设方案。我认为，正确的、适合自己团队发

展的品牌建设很重要、很有价值。 

 

03、“差异化”团队建设 时刻保持紧迫感 

2021年度，贾明军律师团队承接的各类法律

服务项目共 43项，服务客户包括 A股上市公司实

控人、互联网企业创始人、知名家族企业的接班

人、流量明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谈到业界赋

予其团队“勤奋”这一关键词的时候，贾明军谦

虚地说：“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调研员：您带领团队勤奋工作，在行业内享

有盛誉，持续推动您努力的动力是什么？ 

贾明军：如果谈到团队的勤奋度，我觉得我

们做得还是不够的。我搞团队建设，是为了业绩

做得更好，在行业当中巩固地位，推动事业的发

展，推动行业的发展。我自己对此是非常有动力

的，但是团队中的同志们的动力就各不相同了。

我们律所内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勤奋的团队，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团队的勤奋度、积极度还

不够。因为过去在业内已经有一些声誉，所以我

们在紧迫度方面也有所放松，这点应该反思。如

果能改进现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调研员：您是如何做团队建设的？ 

贾明军：做团队建设，首先要认清什么是团

队。团队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更应该是多个板

块的相互结合。我们特别注重差异化的团队建设。 

一是团队配置的差异化。我们团队的律师各

有所长，每个人都发挥不同的作用。 

我们团队目前共有 7人，分别加入团队 5-12

年不等，内部分了 3 个小组。我和蓝艳律师在对

传统的、重大案件的驾驭上更有优势，年轻律师

则在涉外研究、财富工具应用的研究上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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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模式达到互补和相互促进的

效果。对于目标客户所需要的团队服务，我只能

说是基本合格，还有进步空间。 

二是团队作为一个提供服务的最小单元，要

在行业内做到差异化。 

保持差异化的法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

会声誉、专业的精细度以及服务的创新。一是品

牌和口碑。我觉得我们因为建团队比较早，名气

在专业领域内会好一些，这是品牌和美誉度的差

异化。二是专业精细度。通俗来讲，你的业务能力

就体现在“别人会干的活”你会干，“别人不会

干的活”你也会干。从技术层面上讲，如果你的

专业能力不够，对于一些问题不了解或了解得不

透彻，服务就做不好。三是服务创新。从创新层面

上讲，即使你新拓展了一项技术和服务，时间长

了大家也就都会了，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所以你

要不断地创新。 

调研员：您如何看待团队中青年律师的带教

和发展问题？ 

贾明军：作为带教律师，应该以个人的价值

观和回报行业的态度去带教青年律师。青年律师

刚从学校进入行业，容易把个人情感带入律师工

作中，还是需要教他们如何区分工作状态和生活

状态。对于带教老师来说，对青年律师的带教更

多的是社会责任和行业贡献度，不是为了被徒弟

夸赞，也不是为了从徒弟身上获取经济收益。很

多人最终还是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空，特别是

男孩子，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后肯定要单打独斗、

另立门户。 

如果谈到是否培养出优秀的合伙人这方面，

我自认为做得不满意。我加入中伦已有 8 年，做

业务还是以我个人为主，没有培养出其他有竞争

力的核心合伙人一起来干，变成“1+1＞2”的模

式。目前，我们团队正面临这 3个挑战： 

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无法永远保持全身

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进行

平衡； 

二是没有形成“1+1＞2”，没有形成更大的

经济效益，团队缺乏发展动力； 

三是面临人才的流失。有时候，一个人没有那

么大的能力照顾到这么多人、给他们非常好的待

遇。 

这些都是我目前面临的难题。 

 

04、模式探讨 期待行业再创新 

目前，进行规模化发展的百人所几乎都配备

了婚姻家事律师团队，作为律所提供综合性法律

服务的重要补充。在 ALB China评选的 2021年 30

家中国执业人数最多的律所中，有 29家都设置了

婚姻家事相关业务部门。此外，业界也涌现了许

多优秀的婚家精品所，在管理模式、品牌打造方

式上均有所创新。 

调研员：您如何看待婚姻家事法律服务团队

在百人所、精品所中发展的优势和劣势？ 

贾明军：我个人认为，优势和劣势都要视具

体情况而定。整体来看，在百人所中，婚姻家事团

队的优势在于所内其他业务领域律师的案源分享

和在重大复杂案件中的合力能力。劣势在于婚姻

家事业务存在收费不稳定、客源不稳定等问题，

这点在诉讼业务上表现得更明显。非诉相对好一

些，因为一些业务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囿于这

样不稳定的收入状态，要在百人所中长期立足还

是较为困难的。 

在精品所中，专业的婚姻家事律师事务所的

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律所自身品牌打造婚姻家事阶

段化全产品链；劣势在于婚姻家事服务还是一个

以人为本的定制化服务，无法成规模地进行复制，

以及培养出来的精英律师容易流失等。 

精品所发展的一个很大瓶颈就在于整合能力。

随着客户层次的提升，客户对律师所在平台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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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力是有要求的。如果做一位老总的离婚案件，

可能涉及公司的并购、境内外的财产处理、证券

处理等。对于这些跨界的业务，客户会倾向于选

择一个更大的平台。 

调研员：您认为当前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

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存在哪些问题？ 

贾明军：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处于上升阶

段，大家在各个律所平台都能享有较多的业务机

会。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一是律所内部对于婚姻

家事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够；二是律师的专业精细

化和团队建设不足；三是婚姻家事服务的收费在

整个法律服务行业中相对有限。这些都是需要在

业务发展和品牌建设中考虑的。 

执业心路 

调研过程中，贾明军谈到了他从事婚姻家事

法律服务领域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我刚做律师时的第一个业务是处理离婚纠

纷，收了 800块钱。那是 20多年前的事，现在双

方当事人应该都已经 60多岁了。当事人很有气质，

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那英唱的《干脆》，她老公是

一个摄影师。后来经过我们的调解，双方重归于

好。这些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因为婚姻家事业

务有时候是涉及心理的，并无大是大非。” 

即使经历 20年风云变幻，执业生涯的第一单

业务仍然恍如昨日。也许当时已站在命运的转折

点，但那时年少懵懂，只道是人生中平平无奇的

一天。 

贾明军说，那时的自己处于律师发展的第一

个阶段——谋生存，尚未过多考虑未来。通常是

做了三五年，到达律师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做

选择。实现温饱后，就不想干这一行了，想干其他

更“高大上”的业务。真正发自内心喜欢婚姻家

事领域的律师有限，更多的是无奈的选择，或者

是完成了一个过渡期后的选择。第三个阶段是真

正感恩这个专业领域，并且也愿意回馈。不管是

从事哪个业务领域的律师，大家会有这样的无奈

期、选择期和归属期。 

贾明军说：“当你在这个业务领域发展了几

十年以后，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论是物质上

的，还是精神上的一些赞誉，都来自于这个行业

给你的回馈，也源自于你在这个行业十几年如一

日的耕耘。回望来路，心里对这个行业真正产生

了敬畏和热爱，想感恩和回馈。我觉得在这一点

上，大家都是相通的。” 

贾明军虽自诩“笨鸟”，但可以用“天道酬

勤”和“永不止步”来总结他的执业历程。律师

在专业精细化、团队差异化和业务高端化的过程

中，需要时常回顾和思考。不仅思考如何发展自

己，更应思考自己在行业中处于怎样的定位，又

该如何形成行业共识、起到引领作用。贾明军的

心路历程值得每一位律师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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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官视点/法官风采 

生父母无力抚养子女可以交由亲友抚养吗？ 

原创：2022-06-27  江西民事审判 吴军 

https://mp.weixin.qq.com/s/cIHDj9CTUJ7ewBMMSgJVOQ 

情景案例 

十年前，杨某花因丈夫犯罪入狱，独自抚养 4

岁的儿子李某军。后杨某花另行组成家庭，考虑

到无法尽心照顾孩子，杨某花便与其大姨王某夫

妇商量，将李某军交由王某夫妇抚养，并将李某

军的户口迁入王某夫妇处，当时王某夫妇已经育

有一子。如今，李某军 15岁了，在镇中心中学寄

读，王某夫妇因夫妻关系不和，未再关心照顾李

某军，也不给李某军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学校

老师得知后，发动全体师生为李某军捐款。还有

好心人知道后，收留李某军在家吃住。杨某花知

道该情况后，以王某夫妇遗弃李某军，没有尽到

监护人责任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王

某夫妇与李某军之间的收养关系。法院最终没有

支持杨某花的诉讼请求，这是为什么呢？ 

权威观点 

因为王某夫妇与李某军之间压根没有建立合

法有效的收养关系，所以不需要通过法院判决解

除本就不存在的收养关系，杨某花可以直接要回

小孩自己抚养。法律规定，对于生父母无力抚养

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但如果

是收养，则要办理合法正规的收养手续。 

法官解读 

由于年幼之人并无生存能力，需要依赖父母

双亲的抚育，但在遭遇变故，父母死亡或父母无

力抚养之时，生活便无以为继。所以，孤儿或者生

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

友抚养，有利于充分发挥亲属朋友间的互助互爱，

为处于困境中的未成年子女提供基本生存条件，

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在扶助弱小方面的积极作用，

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抚养的条件 

在上述的抚养关系中，除了有负担能力的祖

父母、外祖父母有法定抚养义务之外，其他亲属、

朋友对于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并无

法定抚养义务，并不能强制其抚养。只有当有负

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法定抚养义务人不

愿意抚养未成年人时，如果生父母的其他亲属、

朋友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意愿，并且更加适合抚养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也可以在各方

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生父母的其他亲属、

朋友抚养。当然，应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

则，结合亲疏关系的远近、抚养能力和抚养意愿

等因素，综合确定抚养人。 

（二）抚养与收养的区别 

抚养和收养均属于安置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

抚养的子女的途径，但抚养与收养存在显著的区

别：一是抚养人不需要具备收养人的各项限制条

件，但对抚养人的范围有所限制；二是被抚养人

仅限于孤儿和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而被收养

人除了这两类未成年人外，还包括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未成年人；三是抚养人只要履行了抚养行为

就可以认为成立抚养关系，而收养关系必须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才能成立；四是抚

养不产生收养的法律效果，即不会消除被抚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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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也不会让被抚养

人与抚养人之间产生父母子女关系。 

综上，杨某花与王某夫妇并没有成立合法的

收养关系，双方是亲属关系，杨某花将李某军交

由王某夫妇抚养时，并未签订收养协议和办理收

养登记，未明确是将李某军送养，同时，王某夫妇

当时已育有一子，并不符合当时法律规定收养人

条件。故王某夫妇与李某军之间的收养关系并不

成立，王某夫妇应当将李某军送回至杨某花处抚

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

姻亲。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 

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

家庭成员。 

第一千零七十四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

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

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有赡养的义务。 

第一千一百零七条 孤儿或者生父母无力抚

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抚养

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本章规定。 

特别提醒 

生父母将无力抚养的子女，送给亲友抚养时，

应当明确是抚养还是收养。如果是收养，应当办

理合法正规的收养手续。 

如何做好家事纠纷案件的调解工作丨办案心法 

原创：2022-06-27   浦江天平 上海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N5xy0RfpFF8kODMd3GEJVQ 

 

本期话题：#家事纠纷调解指南# 

法官办案讲究“案结事了人和”，在家事纠

纷案件的处理中更是如此。纠纷背后是血缘亲情，

处理得当则重归于好、皆大欢喜，处理失当则可

能使矛盾升级。 

本期，我们邀请到上海法院“十佳青年”，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

判庭副庭长、法官——白云，她在审理家事纠纷尤

其是涉老家事纠纷的过程中，善用各种方法“调

纠纷、解心结”，总结形成了一套调解指南与大

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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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现任上海市

静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

副庭长、法官。曾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个人），

获评上海法院“十佳青年”、新时代静安政法干

警榜样人物。撰写案例、文章曾获评最高法院老

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上海法院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上海法院优秀审判白皮书

等。 

家事纠纷的特点使调解成为更具优势的争议

解决方式，但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调

解工作的难度。亲人之间的感情用事、情绪对立

使调解工作难以开始，错综复杂的矛盾、盘根错

节的关系使调解工作难以聚焦，而由来已久的误

解、经年累月的积怨又使调解协议难以达成。面

对这些困难，我们可以运用以下方法来应对。 

安抚情绪，明确调解意愿 

 “争口气”往往是家事纠纷产生的原因之

一，亲人之间的感情用事在诉讼中就表现为情绪

对立。若直接开展调解工作，双方未必积极配合，

甚至会产生“和稀泥”“以调代判”的误解。为

使调解工作能顺利开展，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其中，两个“铺垫”尤为重要：一是安抚情绪，二

是明确意愿。 

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我们可以先将双方

暂时隔开，再采取分别谈心的方式引导当事人宣

泄情绪。谈心的过程要以倾听为主，尽量做到不

打断、不评判、不说服，同时也要收集有用信息，

评估调解时机。待当事人的倾诉欲得到满足、情

绪得以释放后，再引导当事人解决问题，尝试进

入调解环节。 

调解的开始要有“仪式感”，要正式征询双

方对于调解的意见。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说

明时机尚不成熟或还不具备调解条件，此时我们

可以先开庭审理，另寻调解时机。如果同意，就趁

热打铁立即开始调解工作。这样做，既能够避免

“强调”“硬调”及其负面影响，又可以让当事

人明白，调解系出于自愿，亦是基于双方共同的

意愿。由于调与不调均系当事人自主选择，后续

不论是调解还是开庭，当事人都倾向于表现出更

积极的姿态和更高的配合度。 

例如，在一起再婚夫妻离婚案中，丈夫因妻

子帮助与前夫所生女儿带孩子且忽略丈夫感受要

求离婚。来院后，丈夫情绪异常激动并反复陈述：

“不要给我调解，我现在就得离婚！”我将丈夫

单独请进调解室，丈夫向我倾诉：“我再婚前是

丧偶，上一段婚姻也没有子女，现在她一心扑在

和前夫女儿的孩子身上，对我不管不问，我感到

既愤怒又孤独。”另一边，妻子也对丈夫的心理

活动有所察觉，告诉我日后愿意多关心丈夫，希

望能与丈夫和好。 

见丈夫的激动情绪有所缓解，妻子又表现出

和好的意愿，我向双方征询：“根据法律规定，当

事人可以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现在

被告已表示希望和好，若原告坚持离婚致调解无

法进行，法院将开庭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若判

决离婚，则涉及人身、财产关系的处理，婚姻并非

儿戏，离婚不可冲动。双方是否愿意在法庭的主

持下进行调解？”妻子立即表示愿意调解，丈夫

犹豫了片刻，也表示愿意调解。在调解过程中，丈

夫向妻子坦诚了自己的感受，并表达了自己对妻

子的期待，妻子则向丈夫道歉并表示今后会做改

进。最终，双方重归于好。 

有的放矢，分清主次矛盾 

 “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事类案件当事人之

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除了涉案纠纷，往往还有

许多案外纠纷。尤其是涉老家事类案件，矛盾多

是经年累积，更显错综复杂。如果法官能在一个

案件中将当事人之间的案内外矛盾一并解决，固

然是好。但事实上，法官很难在有限的审理时间

内将多年纠纷“打包”处理，司法效率原则也不

允许法官过分关注案外纠纷。所以，虽然只是调

解，我们依然要了解当事人的基本观点和双方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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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焦点，同时也要让当事人清楚本次诉讼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从而做到有的放矢。 

在分清主次矛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向当事人释

明，对于涉案纠纷以外的其他纠纷，法官也可以

协助双方进行“一揽子”解决。这样做，既可以

让当事人把精力主要放在解决涉案纠纷上，又为

当事人提供了灵活解决案外纠纷的选择空间，为

双方彻底消除积怨创造了可能性。 

例如，在一起案件中，养母去世后，养父起诉

养女要求解除收养关系。调解前，我先向双方了

解基本情况和争议所在。养女表示，养母的遗产

尚未处理，且养父曾向自己借款用于生意周转。

养父表示，养女无权继承养母遗产，因为养母生

前花费巨额医疗费用而养女未出分文。我告知双

方：“本案系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焦点一般为双

方收养关系是否满足解除条件，双方关系是否恶

化以及是否难以共同生活等，至于遗产继承、民

间借贷、赡养等问题可另案解决。” 

经过对涉案纠纷的明确，养女表示对解除收

养关系没有意见。我向双方征询：“当事人可以

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若双方愿意，可

以协商一致解除收养关系。至于双方之间的其他

纠纷，法官也可以协助进行‘一揽子’解决。”

双方均同意调解解除收养关系。同时，养父还表

示，借款会尽力归还。最终，双方就解除收养关系

达成调解协议，养父还书写了一份还款计划给养

女。 

释明法律，引导合理预期 

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具有合理预期是调解工作

有效开展的基础，但由于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

有的当事人会对案件走向或裁判结果抱有不切实

际的幻想。老年当事人诉讼能力相对较弱，错用

法律的情况更为常见，这就需要法官向当事人释

明法律。 

释明法律，包括介绍相关法律规定、诠释法

律概念的内涵外延、解读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以及

提示告知诉讼风险等，也包括建立在法官中立、

程序正当等原则基础之上的法律观点释明。有效

的法律释明，可以帮助当事人准确评估其面临的

诉讼形势，合理预判己方诉讼利益是否能够实现

以及实现的程度、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

利益做出合理安排。 

例如，在一起赡养纠纷案中，王奶奶起诉已

退休儿子老王要求“常回家看看”，老王却表示

因动迁款分割不均要和母亲断绝关系。见状，我

向老王释明，父母与子女关系绝非说断就断，赡

养父母更是法定义务。紧接着，我又对相关法律

规定做了详细介绍。老王自觉理亏，且意识到法

律不会支持自己与母亲断绝来往，遂同意和母亲

坐下来谈谈。 

在调解的过程中，我又向老王释明，赡养父母

不仅包括经济上支付费用，还包括精神上陪伴与

支持，比如定期看望。又释明若因动迁款分割产

生纠纷可另案解决，但无论动迁款如何分割都不

能成为子女拒绝赡养的理由。最终老王同意定期

看望母亲并与母亲达成调解协议。 

应当注意的是，释明要注意方式和尺度。语言

要简明准确、通俗易懂，向老年人释明，还要贴合

老年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特点。避免使用一般老

百姓听不懂或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对于专业法

律术语、用语，要用“大白话”进行解释，用老百

姓的身边事进行类比。 

释明的限度在于，在保持中立和保证当事人

自由处分权利的基础上，让诉讼能力偏弱的当事

人不因自己对法律的误解和表述的偏差影响其权

利的行使和权益的实现。超过补足当事人理解偏

差的限度属于过度释明，比如直接表明对裁判结

果的观点；未能补足当事人理解偏差属于释明不

足，比如仅复述法律规定而不做解释。具体尺度，

要以案件性质、当事人诉讼能力及诉辩意见、案

件事实等为基础综合把握。 

例如，在一起发生在同胞姐妹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中，姐妹二人都已年近七旬，妹妹欠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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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钱款多年未还，姐姐无奈诉至法院。庭审

前，妹妹坚决要求在本案中提出分割公房动迁安

置利益的反诉，依据是“报纸说被告可以提反

诉”。在充分释明反诉法律规定无果后，我用上

海话问妹妹：“阿姨，吾门侬，假如有个人摔跤骨

折，去医院看毛病，挂什么科？”妹妹说：“挂骨

科”。我接着问：“就在医生帮伊看毛病时，伊肠

胃不舒服，是就在骨科看病？还在再挂消化内

科？”妹妹马上说：“消化内科。哦，我明白了！”

之后，妹妹便不再提反诉的事情，并同意和姐姐

协商还钱的事。 

在这个例子中，我试着用老年人熟悉的看病

场景让妹妹明白了其反诉不符合受理条件，弥补

了其对反诉法律规定理解上的偏差。试想，如果

向妹妹表示，即使提反诉法院也不会受理，即为

释明过度；如果表示，你不要在本案提反诉了，另

行起诉效果也是一样的，即为释明不足。 

唤醒情感，逐步解开心结 

家事纠纷的“家”，反映出此类纠纷的人格

情感属性。情感因素虽然是纠纷形成的原因之一，

但也是纠纷解决的重要推动力。家庭成员之间，

有着对彼此的需要和对亲情的期待，如果这种需

求得不到满足，加之缺乏沟通导致更多失望、误

解的产生，心结就很容易形成。法律关系纠纷的

背后其实是情感与情绪的纠结，这在涉老家事纠

纷中，更为常见。 

家事纠纷的调解，是在法律框架下“调”处

矛盾，也是在情理范围内“解”开心结。心结因

情而起，还需用情来解。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可以

适时帮助当事人回忆过往温馨时刻，唤醒他们内

心对彼此的情感和理解。在情感的推动下，当事

人会重新审视双方关系，也会对自身问题进行反

思，还会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及处境下考虑问

题……直到心结慢慢解开，调解就成了水到渠成

的事。 

例如，在一起案件中，94岁的母亲刚刚过世

一个多月，年过六旬的姐妹俩便对簿公堂，为母

亲生前所在单位发放的抚恤金争执不下。开庭时，

双方情绪异常激动，互相指责发泄情绪。尽管如

此，她们始终未直呼对方名字，而是称“阿姐”

和“阿妹”。庭审结束后，双方对立情绪有所缓

和，我便问妹妹：“爸爸走得早，以前妈妈带姐妹

两个生活，日子苦吗？”还没等妹妹张口，姐姐

先说话了：“老娘一个人带我们两个，日子蛮苦

的……”我没有打断姐姐，而是让她慢慢诉说母

女三人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直到姐姐讲到妹妹

结婚生子，我问道：“是你照顾妹妹月子的吗？”

姐姐脱口而出：“当然咯！”我看向妹妹，妹妹有

点不好意思地说：“当时还好有阿姐……”顺着

姐姐的话，妹妹也说了很多姐妹俩快乐温馨的过

往。 

“我理解，越是亲密的人，闹起矛盾来，才越

让人伤心。”见姐妹俩连连点头，我继续说道：

“你们姐妹俩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手足。小时候，

您是姐姐，您是妹妹。如今呢？如今也是！”经过

一番回忆，姐妹俩都意识到，为母亲的抚恤金对

簿公堂，既是对手足亲情的伤害，也是父母不愿

看到的事情。于是，双方主动要求协商解决。 

求同存异，逐个解决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官的调解也不

是一蹴而就。尽管对主次矛盾已做明确，但在调

解方案的协商过程中，还是会经常出现当事人反

复提及案外纠纷，以增加己方“谈判筹码”的情

况。在面对多个矛盾时，我们可以向当事人提出

“一揽子”解决方案，但如果“打包”解决难度

较大，我们也不宜花费过多时间，影响司法效率。 

此时，我们可以将“打包”好的争议再行拆

分，分为能够达成一致、尚未达成一致以及不具

备调解条件三类。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将

能够达成一致的方案先确定下来，对尚未达成一

致的争议建议暂时搁置，对不具备调解条件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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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建议另案处理，不要因为就某一项争议无法协

商一致而影响整个调解方案尤其是涉案争议调解

方案的达成。 

其实，对于家事纠纷当事人长年累积的矛盾

来说，调解更像是一个双方共同直面问题、尝试

解决问题的契机。不论案外纠纷能否解决、能在

多大程度上解决，涉案纠纷的成功调解都是双方

友好协商的起点，是双方修复情感关系的开端，

调解的过程亦为此后双方私下协商解决案外纠纷

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例如，在前述抚恤金案的调解过程中，妹妹

虽然同意与姐姐平分抚恤金，但还反复提及姐妹

俩在老房子动迁款分割、赡养费用分摊以及母亲

遗产分配等方面的矛盾，迟迟不肯签调解协议。

就老房子动迁利益的分割问题，我询问是否涉及

其他人，姐妹俩均表示有所涉及。 

于是我向她们释明因涉及他人利益无法直接

在姐妹俩之间进行调解，并建议搁置该争议。就

母亲赡养费用的分摊，姐姐表示母亲生前是自己

一直在身边照顾，母亲的退休金扣除医药费确实

尚有结余，无需姐妹俩另行支付，结余部分还在

母亲工资卡里。 

我建议姐姐向妹妹公开母亲的工资明细和医

疗费用单据，姐姐表示同意，也愿意在扣除其垫

付的医疗费用后就结余部分与妹妹平分。而妹妹

听后，则表示愿意让姐姐再扣除母亲生前每月的

生活费后与自己平分。就遗产问题，姐姐表示整

理好再联系妹妹。我向妹妹告知，本案调解过后，

就暂时搁置的问题可以继续私下协商解决，如果

协商不成还可以另案起诉，妹妹遂签下调解协议。 

结语 

家事纠纷发生在家庭之内、亲人之间，其处理

难点不在于法律层面的人身、财产关系，而在于

当事人之间长年累积的矛盾纠纷和业已受损的情

感关系。 

因此，我们要用好调解方法，既聚焦涉案纠纷的

处理，也兼顾案外纠纷的解决；既分析矛盾产生

的情感动因，也唤起解决矛盾的情感动力；既化

解纠纷，让当事人握手言和，也打开心结，让爱人

亲人重归于好。让调解工作更好地发挥出化解矛

盾纠纷、修复情感关系、维护家庭稳定、促进社会

和谐的积极作用。 

夫妻一方向父母出具借条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022-06-30   人民法院报 何 建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6/30/content_218461.htm?div=-1 

【案情】 

陈某系李某某、陈某某之子。2015年 11月，

李某某和陈某某分别向陈某银行卡账户转入 2.9

万元和 2 万元。陈某使用上述银行卡购买轿车一

辆，并于 2015 年 12 月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

2016年 5月，陈某向李某某、陈某某出具借条一

份，该借条载明其于 2015 年 11 月因购买车辆而

向李某某、陈某某借款 4.9 万元，其中李某某出

借 2.9 万元、陈某某出借 2 万元。2018 年 6 月，

李某某、陈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吉某归还

借款本金 4.9 万元及相应利息。另查，陈某和吉

某于 2013年登记结婚，且签有婚前财产协议，但

婚后矛盾不断，2016年初起分居，同年 7月，陈

某起诉离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陈某再次起

诉离婚。 

【分歧】 

javascript:void(0);


43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本案中，关于陈某向李某某、陈某某所出具借

条上的款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以下两

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借条虽然只有一方签字，但

款项是用于了购车，属于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种观点认为，借条没有夫妻双方的共同

签字，无法证明存在真实的借款合意，不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民法典第六百七十九条规定，自然人之

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据此，

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是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两大

基本构成要件。在本案中，陈某收到了父母的两

笔款项，也出具了借条，从形式上看，双方之间似

乎已经形成了借贷关系。但是，从借条的形成时

间上看，有悖于借贷双方会在付款前即明确借贷

关系的通常做法。而且，陈某与吉某婚后夫妻感

情长期不和，双方还签有婚前财产协议，陈某在

收到父母的款项及向他们出具借条后，都未告知

过吉某，陈某的借款行为明显有违常理。笔者认

为，对于交付款项后才明确借贷关系的，要着重

围绕该意思表示做出时的相关背景、该意思表示

是否可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情形，依法审查该

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和效力。 

其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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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子女以个人名义

向父母借款的，需要审查借条上有无夫妻双方的

签名或者另一方对借款进行追认，同时要看该款

项是否用于或者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虽然

父母与子女之间发生一定的资金资助在日常现实

生活中比较常见，但本案中陈某具有较高的工资

收入，况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仅举证证明收到其

父母款项当天的资金情况，是否确实因资金不足

而需要借款购车显然存疑。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

务，第三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某某、陈某某既未与陈

某约定借款利息或还款日期，也未对欠款进行过

催讨，而在陈某再次起诉与吉某离婚之时才提起

本案诉讼，结合陈某在夫妻分居后对外借款以及

单方出具借条的行为，难以认定该款项属于吉某

应当清偿的夫妻共同债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王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若干实践问题探析 

原创：2022-07-04   法律适用   王丹 

https://mp.weixin.qq.com/s/Rwwk386QNfBpUnuf2Ca1sg 

 

王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

级法官 

摘要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已经实施 6 年，该制度

对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

践中也存在申请率不高、举证难、证明标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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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执行难、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惩戒不足

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从统一法律适

用和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方面予以改进。统一法律

适用方面，应当进一步厘清“家庭暴力”的内涵

和外延、明确证据类型和证明标准；制度机制方

面，应当建立和完善家庭暴力发现机制、证据收

集机制、执行联动机制以及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惩戒机制等。 

关键词 

人身安全保护令  证明标准  执行联动机

制 

2016年，我国第一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

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

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其中，人身安全保

护令制度是该法的亮点和重点。该法第 23条规定，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

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

法院应当受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全国法院共作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 10917 份，有效预防和制止了家庭暴力的发

生或者再次发生。但是，近年来，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作出和执行等环节还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了该

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比如，证明标准过高、“面

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认定不准确，协助执行部

门职责模糊等。如何充分发挥《反家庭暴力法》中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作用，成为当前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基本实施情况 

（一）相关配套制度机制建设情况 

2016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确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及其类型代字的通知》，专

门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新设了案件类型及代字，

规定在民事案件中增设一个二级类型案件即“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下设两个三级类型案件：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审查案件，类型代字为“民

保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变更案件，类型代字为

“民保更”；同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作出《关

于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相关程序问题的批复》，

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不收取诉讼费、不需要

提供担保、比照特别程序进行审理以及复议组织

确定等程序性问题。 

在机制建设方面，各相关部门、组织协力合作

的反家暴宏观格局逐步形成。2016 年以来，最高

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建立了中央综治办、公安部、全国妇联等 15个部

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据了解，目前各地

普遍建立了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积极推动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尽责、法院牵头、社会参与”的

工作格局，家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健全。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妇联共同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合作建立健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

制的通知》，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加强人民法院

与妇联组织在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疏导以

及反家庭暴力等方面的沟通、协调和配合。各地

法院积极探索，也创设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机

制。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

院创建全国首个“柳州家事少审案件综合网”网

上办案平台，实现了网上“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

和人身安全保护令证据采集。此外，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在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立案绿色

通道以及依职权调取证据方面特色突出；贵州省

三都县人民法院联合民政、妇联、司法、公安等部

门共同设立的“反家暴临时庇护所”，为家庭暴

力受害人临时庇护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还注重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方式，

以案释法。2017年 3月 8日，在反家庭暴力法实

施一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身安全保

护令十大典型案例；2020年 11月 25日，最高人

民法院又联合全国妇联、中国女法官协会共同发

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典型案例。其中筛选的案

例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在发生主体上，既有夫妻、

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也有同居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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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的暴力；在行为方式上，既包括殴打等

身体暴力，也包括侮辱、谩骂、恐吓等精神暴力；

在启动方式上，既有家暴的受害人本人申请的，

也有妇联组织、村委会等代为申请的，其中还涉

及学校在发现家庭暴力上的特殊作用；在保护内

容上，既包括单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也包括行政拘留与人身安全保护令组合适用，

既有对家暴行为的禁止，也包括后续的中止探视

和变更抚养关系等保护措施。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呈现的特

点 

1.女性占申请主体的绝大多数。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申请人绝大多数都是女性，配偶间家暴

是主要形态，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离婚诉讼

期间甚至婚姻关系解除后。此外，也存在其他家

庭成员之间的家庭暴力，例如成年子女对老人家

暴、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家暴等情形。还包括同居

关系中男方对女方的暴力。 

2.签发/受理率整体较好。虽然与全国家庭总

数量相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和签发数量不

高，但是，从发展趋势看是逐年上升的，说明人身

安全保护令逐渐为社会公众熟悉和认同。签发率

上，除 2016 年为 52%外，2017 年至 2019 年基本

在62%左右，2020年为71%，2021年继续升至73%；

驳回率上，2016年以来分别为 18.39%、15.03%和

13.7%、20.43%、 14.16%、11.33%。可以看出，除

了 2019年有小幅度上升外，整体上是下降的趋势，

说明对证明标准的要求逐渐趋于宽松。 

根据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考核指标要求，

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受理率不得低于 50%。从各

省份 2016年以来的数据看，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

发/受理率全部符合该要求，普遍在 70%及以上。

但是，也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即人身安全保

护令申请数量与公安系统涉及家暴的接警数量以

及妇联系统受理的案件数量相比差距较大，说明

大量家暴案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主要原因还是

人民群众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了解的不多，众多受

害者遭受家暴威胁时，没有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意识，当然也有“家丑不外扬”的顾虑、

担心家暴升级、法院对证据要求过高等因素。 

3.受理案件数量区域差异显著。2016年以来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受理数量，不同省份存在显

著差异。案件较多的省市如江苏、重庆，受理人身

安全保护令案件数量均在 1000件以上。而经济相

对不发达的地区，如西藏、宁夏、新疆、海南等地

的受理案件数均不足 200 件。整体来看，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件数量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现一定

的相关性。 

4.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不必然提起离婚诉

讼。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有当事人单独申请

的，也有在离婚诉讼中申请的。单独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件中，有后续提起离婚诉讼的，但也

有相当一部分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并未提起

离婚诉讼。 

5.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比例较低。从笔者了

解的情况看，对于人民法院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

令，绝大部分被申请人能够遵照执行，人身安全

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确实起到了“隔离墙”和

“保护伞”的作用。比如自《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江苏全省共签发人身安全

保护令 1205 份，其中仅有 10 起违反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情况，各地法院分别视情况采取了口头训

诫、罚款和拘留的处罚措施。 

（三）常见的驳回申请原因 

1.证据不足。驳回案件中，多数原因均是证据

不足。例如当事人未及时报警或向妇联、村委会、

居委会等求助，因而无法证实家暴行为；或者虽

然报警或向妇联、村委会、居委会等求助，但报警

回执等记录材料仅反映有争吵，被申请人否认家

暴，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确认是否存在家

庭暴力；或者因部分法院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中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过高，导致当事人的举证

无法达到证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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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不具备主体资格。《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包括家庭成员

和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例如基于委托监

护而形成的监护关系，基于扶养协议产生的扶养

关系，寄养关系和同居关系。但有的案件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不属于一个家庭成员，也未共同生活，

导致无法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些情形集中在

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后出现的暴力行为。 

3.当事人滥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当事人以取

得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的优势地位为目的而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夸大日常争执。 

4.法院因顾虑不愿、不敢认定。家庭暴力是

《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离婚和离婚损害赔偿事由。

由于对家庭暴力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和离婚案

件中的认定标准、意义和作用认识不同，部分法

官担心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即必须在后续的离婚

案件中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从而带来必须判决离

婚的后果以及后续财产分割、损害赔偿等问题，

主观上不愿意认定、不愿意释明指引、调查收集

证据，在仅有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愿、不敢运用

心证认定。此外，家庭暴力案件中经常存在被申

请人性格暴躁、双方冲突激烈的情况，加之被申

请人往往有威胁、恐吓法官的行为，有些法官会

担心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导致被申请人的抵触、

家暴升级甚至威胁其自身及家人的人身安全，为

免刺激被申请人导致民事纠纷转变为刑事案件，

不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 

（一）申请率不高 

目前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申请数量与我国绝

对人口数相比占比较小。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家

庭暴力受害者遭受家暴以后，选择通过公权力救

济的意愿不高。究其原因，家庭暴力受害者多为

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出于怕施暴者打击报复、与

施暴者存在经济依附关系、担心影响声誉等原因

而不敢公开求助。这种情况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或

受传统、习俗影响较大的地区尤为显著。 

（二）举证和证据认定难 

1.当事人举证难。《反家庭暴力法》第 20条

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

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

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但实践中，家庭暴力

案件因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纽带关系而具有封闭

性、隐秘性和突发性。与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不同

的是，受害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不敢或缺乏收

集证据的意识；且经常性谩骂、恐吓等精神侵害

行为更是难以留存证据。很多家庭暴力受害人法

律知识欠缺，证据意识不足，未及时采取报警、验

伤、拍照、住院治疗等方式固定、收集证据，往往

只有当事人陈述。有些家庭暴力发生时，当事人

虽第一时间报警，但公安机关仅将其作为一般家

事纠纷，只进行口头处理，不记录现场状况，不对

加害人做询问笔录，甚至也不给受害人做询问笔

录，未留存证据或者虽留存有证据但不允许当事

人自己查看。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对接警处理操

作规则执行不严格，导致无法固定证据。 

2.证据认定标准不明确。目前，缺乏对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件中不同种类证据的证明标准以及当

事人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各地法院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时采纳证据的标准存在差异，

有些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要求，采取高度盖然

性标准，有些仅要求当事人提供存在家暴可能性

的证据，满足优势证据原则即可。 

（三）送达和执行难 

1.被申请人通常对限制其行为的人身安全保

护令存在抗拒心理，实践中经常出现被申请人难

以联络、拒收法律文书或刻意躲避，甚至对法官

进行人身威胁等情况。 

2.《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人民法院是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公安机关、居委会、村委会

等组织负责协助执行义务。但是，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措施主要是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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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

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从内容

看，是对行为的执行。而人民法院没有专门制止

家庭暴力的执行人员，有限的司法警察只是司法

辅助力量，有特定的职责范围，无法承担维护社

会治安的任务，而且没有 24小时和节假日值班制

度，并不具备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的相关机

制，也无力实时监督执行，难以像公安机关一样，

第一时间出警，削弱了对申请人的人身保护效果。

《反家庭暴力法》对于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如何协助执行、具体操作流程、不依法

履职的后果等都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难

免有理解不一致，甚至互相推诿的情况，需要进

一步细化、明确相关操作规程。此外，对于“责令

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情形，如被申请人无

其他住所，又缺乏另行租住房屋的经济能力，执

行就会陷入尴尬境地。另一方面，《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的庇护制度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很多地方

没有设立专门的庇护所，而即使是设立庇护所的

地方，由于人力、财力有限，亦缺乏合理规划，利

用率低。 

（四）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惩戒不足 

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裁定后，大多数被申请人能够遵守禁令，

不再实施家庭暴力，但被申请人在保护期内仍然

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也时有发生。人民法院在作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若对违反之人不给予严厉

的处罚，将严重削弱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威慑

力。《反家庭暴力法》对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惩

罚措施包括训诫、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

拘留；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

实践中，训诫对暴力倾向严重的被申请人几乎没

有效果；“一千元以下罚款”金额不大，起不到

惩戒作用，而且，由于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配偶

之间，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没有分割共同财产，罚款反倒有可能损害申

请人利益；拘留的时间最长为 15 天，对被申请人

的威慑力不够；《反家庭暴力法》虽然规定了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对构成何种罪名并未明确，目前刑法亦未将违

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单独罪名予以规定，《反

家庭暴力法》中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承担的

刑事责任能否认定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存

在不同观点。截止目前，实践中没有因违反人身

安全保护令而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例。 

（五）对家庭暴力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认知

仍存在偏差 

部分当事人对家庭暴力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认识存在误区，且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一些人受

到文化程度、传统观念等的影响，不懂、不敢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一些人则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当

做达成个人目的的手段，滥用人身安全保护令，

只要双方意见不合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

把人身安全保护令当做在离婚案件审理中占据优

势的预备手段；还有一些被申请人觉得对其签发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对其的否定甚至侮辱，抵触情

绪严重，甚至因此变本加厉对申请人进行伤害。 

三、措施及建议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性工程，需

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社会组织等合力解决。正

如《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反家庭暴力是国家、

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在开展反家庭暴力

工作中，许多人民法院也是通过与当地公安机关、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配

合，建立联动机制的方式，系统地预防和制止家

庭暴力。如上所述，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

既有法律适用标准的把握问题，也有制度机制协

调问题。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

思路。 

（一）进一步厘清“家庭暴力”的内涵和外

延 

1.关于家庭暴力的形式。对于何为家庭暴力，

目前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家层面上都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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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或大体一致的界定，各国由于文化传统、习

俗、社会经济状况即国情的不同，对家庭暴力的

界定、主要表现形式的列举也有所区别。《反家庭

暴力法》第 2条对“家庭暴力”作了列举式定义，

该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

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

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

为。”该条列举的是家庭暴力的常见形式。此外，

综合实践中多发、易发的其他家庭暴力形式，笔

者建议，对于其中“等”的范围，应当作进一步

扩充的解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1）以冻

饿、禁闭等方式实施的身体上的侵害；（2）实施

性暴力及其他违背受害人意愿的性行为；（3）以

经常性侮辱、诽谤、宣扬隐私、人格贬损等方式，

侵害人格权的行为；（4）实施威胁、跟踪、骚扰

等侵害行为；（5）毁损财产以及其他经济控制等

侵害财产权利的行为。其中，“性暴力是加害人

残害受害人性器官，或者强迫受害人以其感到屈

辱和恐惧的方式接受性行为等性侵犯行为。它之

所以被国际社会单独列为一种暴力形式，是因为

在性暴力中，身体暴力只是一种伴随情况，它通

常因受害人抵制性暴力而出现。性暴力对受害人

的伤害，比单纯的身体暴力或心理折磨所能造成

的伤害或心理创伤要严重的多。经济制约是加害

人通过严格控制家庭收支，使受害人的合理需求

得不到满足，被迫处于每花一分钱都得向加害人

申请和报账的处境，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屈辱、自

卑、无价值感、愤怒、无助等不良情绪。” 

2.关于适用范围。家庭暴力行为主要发生在

家庭成员内部。《民法典》第 1045 条对“家庭成

员”进行了明确界定，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共

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

外孙子女。对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之间实施的暴

力行为，《反家庭暴力法》第 37 条规定，家庭成

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

本法规定执行。笔者认为，《反家庭暴力法》之所

以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可以参照

适用，是考虑到该类人员与家庭成员一样，具有

相似的生活紧密性和情感连接性。但是“家庭成

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都包括哪些需要明确。现

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共同生活的人主要是儿媳、

女婿、公婆、岳父母以及同居关系的人，也包括其

他一些因监护、扶养、寄养等关系共同生活的人。

目前实践中发生最多的暴力行为是离婚后或恋爱、

同居关系终止后的骚扰和暴力行为，该种暴力行

为是否可以通过《反家庭暴力法》规范，实践中存

在不同认识。笔者倾向认为，不宜将该部分人员

纳入《反家庭暴力法》调整。主要理由是：《反家

庭暴力法》有其特定的立法目的和调整范围，上

述成员之间虽曾经属于家庭成员或者存在共同生

活关系，但实施暴力行为时已经不具有上述身份，

不宜直接适用《反家庭暴力法》。目前，正在修改

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稿规定，该类人员

可以参照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如果最终法律保留该条规定，则可以参照适用。

在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该类人员之

间发生的暴力行为可以通过《民法典》第 997 条

的人格权禁令予以解决。《民法典》第 997 条规

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

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

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

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

措施。家庭暴力虽然广义上也属于人格权侵权范

畴，但人身安全保护令属于特别法规定，在《反家

庭暴力法》明确规定的人员范围内，应优先适用。

但对于范围外的人员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可以

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二）明确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据形式

和证明标准 

1.关于证据的形式。《反家庭暴力法》第 20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

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

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但实践中，公安机

关一般不会出具告诫书，更少组织当事人进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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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鉴定，当事人也很难调取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

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除上述证据外，其他何种

形式的证据可以作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依据。

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角度看，证据的形式起码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

《民事诉讼法》）第 63条规定的各种证据，包括

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八种证据形式。

对于上述证据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105 条规定，需要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

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

大小进行判断。具体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

提供的证据，可以包括以下以下十类证据：（一）

当事人的陈述，包括施暴人和受害人的陈述；（二）

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

书；（三）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讯问笔录、询问

笔录、接警记录、报警回执等；（四）加害人曾出

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等；（五）记录家庭暴力发

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照片或者视听资料；（六）被

申请人与申请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的电话录音、

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七）医疗机

构的诊疗记录；（八）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

民政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

老年人组织、救助管理机构、反家暴社会公益机

构等单位收到投诉、反映或者求助的记录；（九）

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

或者亲友、邻居等其他证人证言；（十）伤情鉴定

意见。人民法院在审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中可以综合上述证据的一种或者几种进行认定。 

2.关于具体的证明标准。对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中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明标准把握不准，

是制约签发率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证明标准，要根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性

质、功能等作出合理认定。“从域外的情况看，不

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和地

区，对于证明标准均作层次性的多元化区分。在

大陆法系的德国，证明标准被确定为三级：第一

级为原则性证明标准，要求法官对真相形成全面

心证，达到很高的盖然性，适用于通常的实体事

实的证明；第二级为降低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

令人相信的程度，相当于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盖

然性占优的标准，适用于程序性事实的证明；第

三级为提高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显而易见的程

度，适用于如显失公平的证明等特殊场合。”从

内容上看，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禁止实施家

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接触以及责令迁出居所

等措施，主要是对被申请人行为的控制，类似于

《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行为保全，因此，严格来

说，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并不是独立的诉讼案件；

从程序上看，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28条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

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可见，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作用是要求快捷、高效地制止已经发生或者可

能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更多的是追求效率，而

不是通过判断是非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人身安

全保护令不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权利和义务作

出终局性的判断，不对当事人的亲属关系、财产

分配、子女监护权探望权等人身财产关系作出终

局决定，也不是对被申请人的惩罚措施。人身安

全保护令目的是为了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

给受害人一道“隔离墙”，与行为保全作用相似，

故应当与民事案件实体事实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分。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第 86条第 2款对于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

作了规定，“降低证明标准的情形主要针对民事

诉讼程序中的程序性事项，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

利、推进诉讼程序出发，对于程序性事项降低证

明标准，符合审判实际的需要。”参照上述规定

精神，笔者认为，应当明确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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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标准是“较大可能性”，而不需要达到

“高度可能性”。 

（三）完善家庭暴力的发现机制 

发现是救助的前提。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家

庭内部，而中国向来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

加之当事人对法律了解不多，很多情况下不愿意

将家庭暴力诉诸公权力干预解决。尤其是针对未

成年人、精神病人的家庭暴力，家暴行为往往是

其法定监护人实施，而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认

知能力有限，在遭受家庭暴力时，往往无力反抗，

这就更加大了发现的难度。因此，解决的总体思

路是加大社会各方面对家庭暴力的监护，其中一

个重要的制度是强制报告制度。2022年 3月，最

高法院会同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

七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

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进一

步细化了相关部门的强制报告义务。比如，针对

学校、幼儿园与未成年人接触密切，较易发现未

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的特点，《意见》明确，学校、

幼儿园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

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再比如，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基于专业医学知识也

较易发现和判断伤情及原因，为此，《意见》也进

一步明确了医院的强制报告义务。《意见》还规定，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

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

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

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均应当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通过上述细化规定，充分发挥各部门合

力，保证家庭暴力能够被及时发现。从而让家庭

暴力尤其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家庭暴力得到有效监督。 

（四）建立家庭暴力的证据收集机制 

1.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证据搜集和固定义务。

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被驳回的主要原因就是证

据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当事人证据意识薄弱，

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而

且具有突发性特征，家暴受害人很难有时间保存

证据。针对当事人提供证据难问题，应当将证据

的搜集和固定程序前移，同时，根据家庭暴力证

据的形成地点、时间等特征，注重发挥相关职能

部门在处置家庭暴力过程中保存证据的作用，从

而缓解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意见》

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依规出具家庭暴力告诫

书，注重搜集、固定证据，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依职

权调取证据，提供出警记录、告诫书、询（讯）问

笔录等，探索建立家暴警情联动机制和告诫通报

机制。再比如，《意见》还规定，医疗机构在诊疗

过程中，发现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伤者，要详细

做好伤者的信息登记和诊疗记录，将伤者的主诉、

伤情和诊疗过程，准确、客观、全面地记录于病历

资料，协助公安机关搜集证据。通过实现各部门

信息共享，快速查证事实，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 

2.人民法院应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根

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向人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应当由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实

践中有观点认为，鉴于家庭暴力受害人举证能力

较弱，可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笔者不同意该观

点。主要理由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90

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

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7 条规定，在法

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

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

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

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但 2019年该司法解释修改

时已将该条删去。可见，举证责任应当由法律明

确规定，而不能由人民法院来根据当事人举证能

力等因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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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举证

责任在当事人，但确实要考虑当事人举证能力不

足的实际情况。如前所述，由于家庭暴力的私密

性和突发性特点，当事人一般很难留存直接证据，

再加上受害人主要是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

残疾人，证据意识比较淡薄，提供证据的能力比

较弱。审判实践中，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被驳回

的主要事由就是证据不足。这不利于对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保护，制约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有

效发挥。为此，笔者建议，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件中，应加大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

注重法院的职权探知。《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96

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64条第 2 款规定的人

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

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

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 55条

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

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

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

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

人的申请进行。《反家庭暴力法》第 3 条规定，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经过联合国及

其相关机构十几年的努力，国家和政府有责任采

取一切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观念逐渐成为

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国

家有责任采取特殊措施以阻止和应对家庭暴力事

件。这些措施应当包括诉诸迅速有效的司法救济

以及获得支持性服务。支持性服务对创造一个有

利于家庭暴力受害人利用司法系统的氛围非常关

键。”可见，家庭暴力不是私事，涉及到社会公共

利益的维护。在家庭暴力受害人确实无法提供证

据或者有些证据比如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询问

笔录无法获得的情况下，受害人应当有权获得相

关的“支持性服务”，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

据。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应当加强法

官对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及时进行法律释明，引

导当事人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对于在离婚等其他

家事案件中发现有家庭暴力存在的，也要积极履

行释明义务，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88

条规定了在离婚纠纷案件中法院应当书面告知当

事人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和义务。笔者建议，

可以考虑将当事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权利义

务内容纳入上述书面告知中，指导当事人举证。

同时，应当完善与当地公安、民政、妇联的协调联

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互通，从而实现人民法院

便利和快捷地依职权调查取证，及时作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 

（五）完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联动机制 

1.细化公安机关等部门协助执行的具体内容。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义

务的执行，比如“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

所”；另一类是不作为义务的执行，比如“禁止

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

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实践中，基

于各方面考虑，一般采取“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

请人住所”的情况不多，绝大部分措施是被申请

人的不作为义务。但是，在监督被申请人对不作

为义务的履行方面，人民法院发挥作用的空间有

限，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无

法介入当事人的家庭生活，并实时监督；另一方

面是由于人民法院内部的司法警察只是审判辅助

力量，主要职责是负责维持法庭秩序，在法庭之

外，无法承担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

的任务，对通常发生在申请人生活和工作的各个

区域的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鞭长

莫及。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1

条的规定，不作为义务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措施是

由警察机关执行。但《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人

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为此，笔者建议，

对《反家庭暴力法》第 32条关于“人身安全保护

令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内容修改为由公安机

关执行，加大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威慑力，以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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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发挥该制度的功能。在《反家庭暴力法》短期

不能修改的情况下，考虑到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

性问题，需要各方面力量协调配合、综合治理，笔

者建议将反家庭暴力的防控纳入现有的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体系，进行网格化管理，通过专案专档

的方式精准跟踪、实时监督。对于不作为义务的

执行，可以通过细化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相关单位协助执行义务的

方式解决，以实现合力反家暴的目的。《意见》规

定，公安部门除了协助督促被申请人遵守人身安

全保护令，在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及

时出警外，还需要将情况通报给人民法院，真正

地实现部门联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

联合会则可以发挥矛盾纠纷化解一线优势，在人

身安全保护令有效期内定期回访，跟踪记录人身

安全保护令执行情况，并向人民法院反馈。对于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还可以第一时

间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

院、公安机关联系。同时，提供法治教育、心理辅

导等。切实调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活

力。 

2.扩大协助执行主体范围。《反家庭暴力法》

第 32 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

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

助执行。考虑到实践中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承担基层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比较繁杂，人力有

限，笔者建议，对法律中的“等”应当作进一步

解释。根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将其纳入协助执

行主体范围，比如，针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行

为，由学校作为协助执行主体，能够较易发现被

申请人是否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同时，要注重发

挥专门组织的作用，如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

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将其

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协助执行主体范围，不仅有

助于上述组织充分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发挥其

保护特殊群体的作用，也能够进一步织牢、织密

反家庭暴力的防护网。 

3.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建立反家庭

暴力信息共享平台。虽然《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

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但实践中仍存在各自为战，

未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可以要

深刻认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充分发挥大数据的

作用，畅通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妇联、民政、卫健委等多部门间的信

息沟通，将家庭暴力受害者在相关部门投诉、反

映或者求助的证据和记录同步推送到法院，作为

考量是否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依据，以有效缩

短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和签发时间。对于已经

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他部门也能从该平台

获悉，及时提供协助，真正为家暴受害者建立起

保护墙。还可以对存在家暴或者具有家暴隐患的

家庭建档造册，根据危险程度分类定级，并同步

推送其他部门，实现重点监管。 

4.执行过程中注重引入心理疏导机制，加强

对施暴人、受害人的心理救助。心理疏导介入家

事纠纷化解工作是家事审判改革的重要成果。将

心理矫治手段引入涉家暴案件，有利于舒缓双方

负面情绪，避免暴力升级，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恶

性事件发生。实践证明，心理疏导对于家事纠纷

化解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考虑到法院专业性和

经费不足问题，可以将家暴治理纳入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体系，以解决人财物方面的瓶颈问题，通

过申请专项经费、引入社会力量，以真正落实心

理疏导机制。 

5.完善庇护制度。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

是确保申请人的人身安全，而对于已经遭受严重

家庭暴力或者面临严重家庭暴力现实威胁的申请

人，如果没有条件采取实质性隔离、保护措施，申

请人实际上仍处于相对危险的环境中。因此，执

行人身安全保护令还需要落实《反家庭暴力法》

规定的庇护制度。在将家暴治理纳入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的前提下，可以建立反家暴综合援助中心，

申请专项经费，不仅设立专门的庇护场所，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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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庇护所内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一站式

服务，以切实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六）完善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惩戒机制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之一是违反后受到的惩罚力度较弱，一般只能是

训诫、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对

施暴方起不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保护令由民事

法官依照民事诉讼程序核发，违反保护令则可能

承担不同的责任。其中，立法将违反保护令的行

为定罪，以达到促进保护令的执行，震慑施暴人

的目的，是各国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在美国，大

多数州通过了立法，规定违反保护令的行为构成

犯罪。违反保护令的犯罪包括民事藐视法庭罪

（civil contempt）、刑事藐视法庭罪（criminal 

contempt）或者其他罪名。如果施暴人的违反行为

是无故接触或殴打申请人，不管其有无造成家庭

暴力受害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后果，均构

成违反保护令罪。目前，英国、南非、土耳其、菲

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将违反保护

令规定为刑事犯罪。”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 34

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

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

元以下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鉴于目前对违

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行为惩戒力度不够的情况，笔

者建议，应当完善多层次惩戒措施，具体包括：

（一）将多次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被申请人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达惩戒目的；（二）在离

婚纠纷中，如果一方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中的

被申请人，可以作为否定其获得未成年人子女直

接抚养权的参考因素；（三）即便在后续审判中未

能认定存在家庭暴力事实，也可以考虑适用“其

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判决准予离婚，

同时，在财产分割中对无过错方予以适当照顾；

（四）加大刑事打击力度。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

全保护令，经人民法院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

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罪定罪量刑。 

关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能否构成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存在不同认识。笔者认为，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主要理由是：1.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

院依法作出的裁定，属于该罪名规范的内容；2.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般情况下是再次实施

了家庭暴力。《反家庭暴力法》第 33条规定，加

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第 34条规定，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

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

比较该两条规定的内容可知，第 33条规定了加害

人实施家庭暴力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第 34条规

定了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也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可见，第 34条不主要是规范家庭暴力可能符合的

故意伤害等犯罪，而主要是对人身安全保护令本

身的保障；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2 条规定，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

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

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可以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定罪量刑。举轻以明重，人身安全保护令

作为人民法院作出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重要

裁定，被申请人在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

后，仍拒不执行的，应当可以该罪定罪处罚。同时，

该解释第 3 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

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

第 204 条第 3 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

（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

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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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令的，可以认定属于上述规定情形。当然，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还可能同时构成非法拘

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犯罪，具体定罪量刑还

要考量竞合问题，但并不妨碍违反人身安全保护

令本身构成独立的犯罪。如果违反人身安全保护

令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

可以认为是情节严重，危害性大，认定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 

法官说法 | 这 200 万元，她还要得回吗？ 

2022-07-06  北京二中院金色天平    

https://mp.weixin.qq.com/s/dzJ0t_nwC_gLsJsUq7rIxQ 

夫妻二人离婚分财产，法院判男方向女方给

付 500 万元。案件执行阶段，双方达成和解：男

方只需支付 300万元，就算履行判决义务。之后，

男方如约付款。可收到钱的女方却称，自己是受

骗才同意和解的，于是又将男方告到法院，要求

撤销执行和解协议。 

01 案情简介 

张芬（化名）、李强（化名）原为夫妻，婚后

育有一女。后因夫妻感情破裂，2018年 6月，张

芬、李强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书》约定，

李强需给付张芬 500 万元，在领离婚证之后 1 年

内付清。之后因李强未按协议约定给付钱款，张

芬于 2020年 4月将李强诉至一审法院，要求李强

支付 500万元。 

02 法院判决 

经审理后，一审法院判决李强给付张芬 500

万元。判决生效后，李强仍未履行给付义务，张芬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方急着用钱，另一方说

“手头紧”，无奈之下二人各退一步，于 2021年

6 月签订《执行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约定：李

强一次性给付张芬 300 万元，张芬自愿放弃其他

部分；张芬收到 300 万元后，双方即刻起不再有

任何纠纷。 

和解协议签订后，李强立即支付给张芬 300

万元。 

无巧不成书。收到 300 万元的张芬无意间从

朋友处得知，“李强在办理离婚手续后的第二个

月，便与他人登记结婚，并且约定了婚内财产全

部归女方所有”。此时的张芬怒火中烧，认为李

强欺骗了她“竟敢隐瞒婚内财产！” 

张芬再次诉诸法院，理由是李强隐瞒与自己

婚姻期间的财产，要求法院撤销她与李强签署的

《执行和解协议》。 

张芬表示说，当时李强说自己没钱，法院也没

有查到李强还有其他财产。“我当时考虑他是孩

子的父亲，才放弃大量权益，接受和解方案。但没

想到，刚离婚他就和别人结婚了，还约定婚内财

产归女方所有。所以，李强称自己没钱的行为就

是故意隐瞒财产，而达到欺骗我的目的，应该构

成欺诈。” 

对此，李强反驳说，当初离婚时，真没那么多

财产。张芬说不给 500 万元就不同意离婚，他没

办法才签了离婚协议。“我们共同生活多年，财

产双方都很清楚，签《执行和解协议》的时候，我

的确没有钱，对方都了解情况。最后协商给付 300

万元，我也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 

受理张芬申请撤销执行和解之诉后，北京二

中院于 2022年 6月以张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李强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存在欺诈为由，驳回了她

的诉请。 

03 法官说法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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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针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单独

起诉的案件比较少见。本案中张芬和李强结婚多

年，对于彼此经济情况都比较了解，在执行阶段，

也没有查询到李强名下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在

这个情况下，双方重新协商签署了和解协议，现

在张芬反悔，以欺诈为由要求撤销，那么她应该

举证证明李强存在欺诈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张

芬并没有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法院没

有支持张芬要求撤销执行和解协议的诉求。 

此类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有： 

1、在本案中，双方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并

且已履行完毕，当事人能否对协议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

行和解协议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可以向执行法

院提起诉讼……”。根据该规定，即便执行和解协

议履行完毕，如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于执行

和解协议的效力产生异议，都有权对此提起诉讼。 

2、什么情形下能提起诉讼呢？ 

可以提起诉讼的情形为“执行和解协议无效

或应予撤销”。结合执行和解协议的特殊性，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执行和

解协议可撤销的情形包括，重大误解、欺诈、胁迫、

显失公平；执行和解协议无效的情形包括，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恶

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3、法院对该问题的裁判标准？ 

该类案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

则。执行和解协议是自愿协商达成的，要求撤销

或主张协议无效的一方，应承担证明存在法定的

可撤销或无效事由的责任，如果举证不能，就要

承担败诉的风险。在此也提示大家，在签署执行

和解协议时，被执行人应诚实地告知财产情况，

申请执行人也应在充分了解情况后谨慎作出权利

让渡，争取通过和解程序彻底解决纠纷。 

来源：法治日报 

案例提供：民六庭 毕文华 

编辑：丁   洁 

浅析兄、姐对成年弟、妹的扶养义务 

2022-07-07  人民法院报   宋建宝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07/content_218707.htm?div=-1 

民法典和专利法对合作发明创造专利权的归

属都作了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对于合作发明

创造的认定仍存在一些分歧，并且对于一些特殊

情形下合作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及批准后的专

利权归属问题，处理不够精细，适用法律也不够

精准。为此，笔者首先就合作发明创造的认定问

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一些特殊

情形下合作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以及需要特别注

意的问题，以飨读者。 

一、合作完成发明创造的认定 

虽然民法典和专利法都提及合作发明创造，

并对申请专利的权利以及批准后的专利权都作了

规定，但是二者都没有对合作发明创造的概念进

行明确界定，也都没有规定合作发明创造的具体

构成要件。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说，合作发明创

造的构成要件理应是法律适用三段论中的大前提，

本应由立法事先作出明确规定。由于立法上未作

规定，一项发明创造是否属于合作发明创造，就

需要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进行总结和提炼，并

在后续案件中予以适用。 

1.合作发明创造的主体要件。从主体要件上

来说，合作发明创造必然要求主体是复数，并且

各个主体都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彼此之间不存在

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例如，一家企业的多名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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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共同完成的发明创造，虽然参与发明创造的

人员是复数，但是这些人员均隶属于同一家企业，

发明创造的主体则只有一个，即为这家企业。合

作发明创造需要由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参

与发明创造，可以是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参与完成

的发明创造、两个以上自然人共同参与完成的发

明创造以及两个以上自然人和单位共同参与完成

的发明创造。 

2.合作发明创造的客观要件。从客观要件来

说，民法典和专利法都要求相关主体必须共同参

与涉案发明创造的研究开发，并且相关主体对于

涉案发明创造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是，这种

实质性贡献仅仅指对涉案发明创造作出的技术性、

智力性贡献，不应包括相关主体在资金、物质、体

力劳动等方面作出的非智力劳动贡献，也不应包

括相关主体在财会、法律、金融等方面作出的非

技术性的智力劳动贡献。在审判实践中，判定一

项发明创造是否属于合作发明创造，首先应当确

认涉案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其次将相关主体

各自提交的技术方案与涉案发明创造进行比较，

确定各自技术方案与涉案发明创造之间的异同；

再者判断哪些技术方案体现或者部分体现了涉案

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最后便可据此判定哪些

相关主体对涉案发明创造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3.合作发明创造的主观要件。从主观要件来

说，根据已有的判决，一项发明创造是否属于合

作发明创造，有的法院要求相关主体在主观上必

须具有意思联络或者明确的合作合意，有的法院

则不要求相关主体在主观上必须具有意思联络或

者明确的合作合意。民法典和专利法都没有对合

作发明创造的主观要件作出明确规定。从文义解

释的角度来说，根据民法典第八百六十条和专利

法第八条的法律条文语义本身难以得出“一项发

明创造被认定合作发明创造，相关主体必须具有

意思联络或者明确的合作合意”的结论，因此也

就难以推理出合作发明创造必须具备主观要件。

那么，要求合作发明创造必须具备主观要件，要

求相关主体必须具有意思联络或者明确的合作合

意，就是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合作发明创

造的构成要件，这无疑限缩了法律规定的文义范

围。 

 这种限缩解释与社会生活事实不相符合。

如果要求“合作发明创造”必须具有意思联络或

者明确的合作合意，那些没有意思联络或者没有

明确的合作合意但在事实上却属于共同完成的发

明创造就将被排除在合作发明创造范围之外。例

如，相关主体对于一项发明创造在客观上和事实

上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是这些相关主体之间

在主观上既没有合作开发的意思联络，也没有明

确的合作合意。这种情形在实践中也较为常见。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这样的发明创造，无论判定

单独归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将有违公平且不

合理，容易造成新的纠纷，理应依法判定归属于

作出实质性贡献的相关主体共同所有。可见，这

种限缩解释还容易造成裁判不公或裁判困境。因

此，笔者认为，合作发明创造的构成要件只需主

体要件和客观要件即可，而无主观要件之必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合作发明创造中的

“合作”在语义上理解为合力完成、共同完成较

为妥当且符合社会生活事实。判定一项发明创造

是否属于合作发明创造，在主体要件上要求多个

相关主体均是彼此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独立民

事主体，在客观要件上则要求相关主体对涉案发

明创造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即对涉案发明创造

都作出了技术性的智力劳动贡献。 

二、合作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归属 

在审判实践中，虽然涉案发明创造是否为合

作发明创造是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但是合作发明

创造的认定只是审理此类纠纷案件的第一步。判

定涉案发明创造不属于合作发明创造的，其相关

权利自然归属于独立完成涉案发明创造的单位或

个人。但是，判定涉案发明创造属于合作发明创

造的，其相关权利的归属问题则比较复杂。结合

上文有关合作发明创造认定的论述，以下仅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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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为例，分析和探讨合作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归

属问题。 

根据民法典和专利法的规定，合作发明创造

的专利申请权属于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有，申请

被批准后的专利权也属于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有。

在审判实践中，能够产生合作发明创造的法律事

实，最为常见的就是合作开发合同。基于合作开

发合同产生的合作发明创造，如上所述，除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其专利申请权

以及批准后的专利权均属于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

有。除合作开发合同以外，其他一些合同关系也

能够产生合作发明创造，例如委托开发合同、买

卖合同、承揽合同等。 

 1.基于委托开发合同产生的合作发明创造

的专利权归属。依据民法典第八百五十九条的规

定，基于委托开发合同完成的发明创造，除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申请专利的权

利以及申请被批准后的专利权均归属于受托人，

即研究开发人。 

在实践中，基于委托开发合同完成的发明创

造是否属于合作完成发明创造的争议，主要存在

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对于委托开发合同产生的

发明创造，当事人已经明确将其归属于受托人的

情况下，委托人收到受托人交付的技术方案后又

进一步开发出更优化、更具体的技术方案，然后

将受托人交付的技术方案作为独立权利要求，将

其后续自行开发的技术方案作为从属权利要求，

申请专利且获得专利权。另一种情形是对于委托

开发合同产生的发明创造，当事人已经明确将其

归属于委托人的情况下，受托人将技术方案交付

给委托人后又进一步开发出更优化、更具体的技

术方案，然后将交付给委托人的技术方案作为独

立权利要求，将其后续自行开发的技术方案作为

从属权利要求，申请专利且获得专利权。 

 对于第一种情形，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技

术方案归属于受托人，独立权利要求自然也应当

属于受托人单独所有。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

方案是在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

形成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对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

技术方案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因此从属权利要

求应当属于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所有。对于第二

种情形，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归属于委

托人，独立权利要求自然也应当属于委托人单独

所有。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是在独立权

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委托人

和受托人对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都作出

了实质性贡献，因此从属权利要求也应当属于委

托人和受托人共同所有。 

 2.基于买卖合同产生的合作发明创造的专

利权归属。在产品买卖合同中，有的买方并不是

直接采购卖方已有的定型产品，而是就拟采购产

品的功能、质量、性能等提出一些具体要求，然后

由卖方根据这些要求完成产品制造和产品供应。

根据买方的具体要求，卖方往往需要对其已有的

定型产品进行二次技术开发，甚至是重新进行技

术开发。为了确保二次开发或者重新开发后的产

品符合买方的要求，卖方往往就相关技术方案、

技术细节等与买方进行交流，直至相关开发成果

得到买方确认后卖方才开始制造产品、供应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买方获得卖方提交的技术方

案后又进一步自行开发出更优化、更具体的技术

方案，然后买方将卖方提交的技术方案作为独立

权利要求，将其后续开发的技术方案作为从属权

利要求，申请专利且获得专利权。独立权利要求

记载的技术方案属于卖方，独立权利要求自然也

应当属于卖方单独所有。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

术方案是在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基础

上形成的，卖方和买方对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

术方案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因此从属权利要求

应当归属于卖方和买方共同所有。 

 3.基于承揽合同产生的合作发明创造的专

利权归属。在承揽合同中，承揽人以自己的设备、

技术和劳力，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

工作成果。在实践中，为确保交付的工作成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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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定作人的要求，承揽人往往会就定作方法、加

工技术细节等与定作人进行交流，直至相关技术

方案得到定作人确认后承揽人才开始加工、定作、

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定作人在双方确认的加工方

法、测试方案或检验技术等基础上又进一步自行

开发出更优化、更具体的技术方案，然后定作人

将双方确认的技术方案作为独立权利要求，将其

后续开发的技术方案作为从属权利要求，申请专

利且获得专利权。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

属于承揽人，独立权利要求自然也应当属于承揽

人单独所有。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是在

独立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

承揽人和定作人对从属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方案

都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因此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属

于承揽人和定作人共同所有。 

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1.并非一切合作发明创造都属于相关主体共

有。按照上文论述，应当根据涉案发明创造的实

质性特点，确定那些相关主体对涉案发明创造作

出了实质性贡献，然后据此确认涉案发明创造的

专利申请权以及申请被批准后专利权的归属。因

此，对涉案发明创造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相关主

体，原则上都应当共同分享基于涉案发明创造的

专利申请权以及批准后的专利权。 

法谚有云：“有原则恒有例外”，并非一切合

作发明创造都属于相关主体共有。虽然一方当事

人在客观上确实参与了涉案发明创造的研究开发

并作出实质性贡献，但是根据合理第三人的判断，

该方当事人能够预期并且也能够接受另一方当事

人将合作发明创造独自申请专利、独自享有专利

权，那么具有此等合理预期的当事人就不能分享

合作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以及批准后的专利权。

因此，在审判实践中，不能将合作发明创造都“一

刀切”地判定属于相关主体共有，而是应当根据

案件证据和事实认定情况，依据合理第三人预期

原则将一些合作发明创造判定属于一方单独所有。 

2.不应适用“先申请原则”判定合作发明创

造的专利权归属。“先申请原则”是有关专利审

查授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依据此项原则，两个以

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

专利权授予最先提出申请的人。但是，对于存在

特定关系的当事人来说，例如存在上文提及的合

作开发合同、委托开发合同、买卖合同、承揽合同

等法律关系，不能适用“先申请原则”判定合作

发明创造的专利权归属。 

一是合同当事人并未作为申请人分别就同样

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往往只是一方当事人作为

申请人就存在权属争议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因

此这类纠纷案件不满足“先申请原则”所要求的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同时申请专利的法律要件。二

是“先申请原则”要求两个以上的申请人之间不

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并且要求各自分别独立完成

相同的发明创造。合作发明创造的当事人恰恰是

共同完成一项发明创造且就同一发明创造存在权

属争议。因此，合作发明创造权属纠纷案件不能

适用“先申请原则”将涉案合作发明创造的专利

权判定归属于最先提出专利申请的当事人。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祝增巧：创新家事审判的贴心法官 

2022-07-11   法治日报政法    

http://appdzb.legaldaily.com.cn:8081/nz/104182.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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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祝增巧，中共党员，四川省彭

州市人民法院丹景山人民法庭庭长。先后获得“全

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法

官”“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先进个人”等称

号。 

本报记者 张晨 马利民 

从 1993年到彭州法院起，29年时间里，祝增

巧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饱含司法为民的真

心，坚守公正司法的良心，用过硬的政治素养、贴

心的办事方式、一流的司法水准，让法律的温暖

紧紧贴在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祝增巧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法庭工作，始终

坚持“多调少判、定分止争”的工作原则让矛盾双

方握手言和，在“田间法庭”“工地法庭”“病床

法庭”“院坝法庭”完成了不计其数的调解。 

祝增巧承办的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原告周某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提供了证明其妻子汪某下

落不明的证据，请求法院缺席判决他和妻子汪某

解除婚姻关系。为查明周某与汪某婚姻关系的真

实状态，祝增巧到周某所在乡镇查访后得知，汪

某因交通事故丧失行动能力后被周某遗弃在老家，

其对周某起诉离婚毫不知情。为进一步核实情况，

祝增巧驱车赶往汪某 500 公里外的老家——古蔺

县古蔺镇金山村。随后的日子里，祝增巧多次上

门调解，使夫妻二人的关系得以缓和。最终，该起

离婚案件得以顺利调解结案。“虽然来回奔波了

近千公里，但我无愧于人民法官的称号，也无愧

于我对党的承诺。”祝增巧在结案笔录中写下这

段话。 

2016年年底，彭州法院被确定为四川省法院

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作为家事审判的领头人，

祝增巧带领家事审判团队攻坚克难、积极创新，

探索形成“全流程、递进式、体系化”家事审判改

革“彭州模式”。 

正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门

心思为群众着想，与祝增巧接触过的当事人和群

众才无不对她竖起大拇指称赞，“祝法官心里装

着我们老百姓”“祝庭长为我们老百姓办实

事”…… 

王丹 | 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适用规则 

原创：2022-07-11    人民司法杂志社  王丹 

https://mp.weixin.qq.com/s/hIOeUHy07NIz5tNTSSQctQ 

内容提要 

请求确认重婚无效的诉讼中，如果提起诉讼

时有效婚姻的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一方已经

死亡，重婚的效力能否因此补正，应当区分重婚

另一方是否善意而确立不同的规则。如果另一方

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因该

行为有悖公序良俗，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应当绝对无效，从性质上不应存在阻却事由，不

产生从违法到合法转化的问题；如果不知道或者

不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重婚的婚

姻效力在法定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可

以补正。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重婚之制裁 

三、关于重婚阻却事由之辨析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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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婚中的“法律婚”与“事实婚”问题 

五、重婚与未到法定婚龄之区别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 8条

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

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

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基本上沿袭原

有规定，仅作了部分文字修改。此规定学理上被

称为无效婚姻阻却，即无效婚姻的无效条件消失

后，不再产生无效效力，原本无效的婚姻成为有

效婚姻。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中，未到法

定婚龄和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两种情形，存在无效婚姻阻却事由，

对此，并无争议。但由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删除

了“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

后尚未治愈的”无效情形，因此，目前无争议的

仅有未到法定婚龄一种情形。最具争议的是重婚

是否存在无效婚姻阻却情形。也即，婚姻家庭编

解释（一）第 10条中的“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在

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是否包括重婚的情形；

如果包括，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区分。 

二、关于重婚之制裁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

重婚”。2001年婚姻法修订时，明确将重婚作为

法定婚姻无效情形，民法典沿用之。同时，刑法第

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

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上述规定构成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

表明了国家对重婚行为的坚决否定态度。“关于

重婚之制裁，立法上甚不一致，其中：（1）以之

为无效者最多（瑞民法 120条 1款，德民 1326条，

婚姻法 20 条，法民 184 条，奥民 94 条 1 段，巴

西民法 207 条，意民 86 条，葡婚姻法 4 条 6 款，

西班牙民法 101条 1款、83条 5款，英国、爱尔

兰法）。依挪威婚姻法，重婚为无效，但因前婚之

解销或被宣告无效而治愈。（2）以为撤销之原因

者（日民 744 条，韩民 818 条，丹麦婚姻法，瑞

典婚姻法）。（3）仅以为离婚之原因者，在美国

大部分州依普通法之原则重婚为无效；唯有 9 个

州仅以为离婚之原因，以保障因重婚所生子女之

婚生性；且有 3个州重婚时当事人之一方为善意，

且于障碍除去后尚继续同居时，自其障碍除去时

成立适法婚姻（阿拉斯加、马萨诸塞、威斯康辛）；

并不以善意为必要者 1个州（依阿华 lowa）。”

重婚违反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基本原则，为绝大多

数国家法律所否定。 

三、关于重婚阻却事由之辨析 

对于重婚是否存在阻却事由的问题，一直以

来即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解释（一）第 20 条没有将重婚情形排除在外，

即应包括所有婚姻无效情形。而且，重婚的无效

阻却，国外也有部分立法例。另外一种意见认为，

重婚是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行为，不应当

存在阻却事由，即申请时，无论重婚者是存在两

个婚姻关系，还是只有一个婚姻关系，都应宣告

其中一个婚姻无效，构成犯罪的，还应予以刑罚

制裁。笔者认为，在重婚的情形下，对于法定的无

效婚姻情形在提起诉讼时已经消失的情况应当作

进一步区分，确定不同的规则，具体为： 

（一）提起诉讼时，在先的婚姻已被确认无

效或被撤销 

婚姻无效有当然自始无效和须经法院判决确

定始为无效两种。法院判决确定无效的，又分为

溯及生效力和仅向将来生效力。“结婚撤销之效

力，不溯及既往（……日民 748条 1项，韩民 824

条，德婚姻法 37条，瑞士民法 132 条）”“婚姻

撤销之不溯及，已属今日一般之趋势。”根据民

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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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

的权利和义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20

条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四条所规定的“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是指无效婚姻或者可撤销

婚姻在依法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才确定该

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在我国，无效婚姻须经法院生效判决确定。无效

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具有溯及力，这意味着：1.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未经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确认前，仍作为合法有效婚姻对待；2.经人民

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该婚姻视为自

始无效。因此，如果前一段婚姻是无效婚姻或者

可撤销婚姻，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

被撤销的情况下，一方与他人结婚的，仍应为重

婚。但是，如果在提起确认重婚行为无效的诉讼

时，前一段婚姻已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则视

为自始不存在该婚姻，后一婚姻自不构成重婚。

实际上，此种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属于重婚效力补

正的问题。 

（二）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

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 

如前所述，从比较法角度看，关于重婚的婚姻

效力问题，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

规定不同。针对重婚在民法上产生何种法律效果，

大体分为无效、可撤销和离婚原因 3 种。在重婚

可撤销的立法例中，如果前一合法婚姻关系已经

终止，一般不允许当事人再提起撤销之诉；在重

婚无效的立法例中，没有相关规定，但是挪威婚

姻法直接规定重婚效力可补正（挪威婚姻法规定：

重婚时在第二次婚姻请求无效宣告之诉之前，第

一次婚姻解除或宣告为无效时，第二次无需再举

行婚式而成为有效）。俄罗斯民法间接规定重婚

消失后婚姻有效（俄罗斯民法第 29条规定：在审

理确认婚姻无效案件时，如果法律不准结婚的条

件已经消除，法院可以认定婚姻有效）。 

笔者认为，对于重婚的情形，如果提起诉讼

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

应当区分重婚另外一方是否善意（已结婚而诈称

尚未结婚再与他人结婚，其他人不知情者，谓之

善意。他方明知而仍愿与之结婚者，为恶意）而确

立不同的规则： 

1.如果明知或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

婚的，不宜认定重婚效力因此补正。主要理由是： 

（1）一夫一妻制，是除伊斯兰教国家外世界

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也明确

规定了我国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重婚严

重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如果仅仅因为前一

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死亡或者离婚即可补正重婚

的效力，不符合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观，甚至可

能引发道德风险，认定重婚行为绝对无效更有利

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双方仍有感情，

在前一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死亡或者离婚后，双

方重新登记即可。而且，随着婚姻登记制度逐步

完善，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并不会对消费行政

资源造成较大影响。有观点认为，如果不承认重

婚效力存在补正情形，则重婚当事人可能借机在

重婚消失后与他人结婚。笔者认为，该种观点实

际上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

即使承认重婚效力可以补正，如果双方感情破裂，

也挽回不了离婚的结局。一夫一妻制的前提应当

是法律认可的夫妻关系，而不是违法形成的重婚

行为。 

（2）比较法研究方法需要考察各国具体国情

及相关配套制度。首先，重婚效力可以补正的立

法例并不普遍，在认定重婚为无效婚姻的国家中，

目前仅有挪威、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国家有相关效

力补正的规定，因此，不能仅以此即得出重婚效

力可以补正的结论。有些国家将重婚规定为可撤

销婚姻，表明该国法律对其否定性评价程度较轻，

将是否撤销的权利赋予当事人，因此，在当事人

不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重婚效力可以因此补正。

但我国明确将重婚认定为无效婚姻，因此，亦不

能直接借鉴可撤销婚姻的立法例，即得出我国重

婚效力也能补正的结论。其次，婚姻家庭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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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则尤其有各国鲜明的传统和国情。“亲属

法多为各法律体系所固有，夫妻亲子之自然关系，

莫不受其社会环境、风俗、人情之影响，各有其传

统，故亲属间之法律关系，多随习俗而移转，其与

‘国情’不合之规定，鲜能发挥其效用。”民法

典在第一千零四十三条增加规定“家庭应当树立

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上

述规定精神，应当坚决予以摒弃。 

（3）区分善意与恶意，给予不同的评价结果，

能够兼顾刑事与民事责任评价的一致性。根据刑

法对重婚罪的定义，重婚需要明知他人有配偶而

与之结婚，即需要有主观的犯罪故意。“刑法对

重婚罪之处罚，以有故意者为限，民法则不以此

为必要。故刑法上处罚与否，与民法上之重婚无

关。”民法对重婚行为没有区分善意与恶意，主

要是因为婚姻法保护的对象只是合法婚姻，重婚

在婚姻法上的效果为法定离婚事由和法定离婚损

害赔偿事由，该两种法律后果均是针对合法婚姻

而言，不涉及第三人，即重婚中的配偶。而重婚效

力补正问题恰恰涉及重婚中配偶的权益，因此，

此处区分善意和恶意，符合民法基本原理，也与

刑法的规则相适应。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曾规定，

重婚是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原则上应当维

持原配夫妻关系，宣布重婚关系无效。对于重婚

行为应根据重婚的原因、情节和后果予以适当处

理。凡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因生活困难而

与他人重婚的，可以不按重婚罪论处，但应进行

批评教育。对于婚姻问题的解决，原则上应维持

原来的婚姻关系。在具体处理案件时，既要维护

法律的严肃性，也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婚姻基础、

感情好坏、重婚时间长短、有无子女等全面加以

考虑，妥善处理。对那种原来夫妻感情还好，并有

恢复和好可能的，应尽量做好调解工作，争取与

原夫和好。如果原来夫妻感情不好，女方坚决不

愿回去的，或者重婚的时间长，与后夫感情很好，

而且已生儿育女的，经动员教育无效，可以说服

原夫调解或判决离婚。无论离与不离，均应做好

思想教育工作，不要简单强制女方回原夫家。女

方同意回去的，也应做好家庭和群众工作，消除

舆论障碍和女方的思想顾虑。同时，要防止侵犯

人权和抢婚械斗事件的发生。对重婚纳妾或者好

逸恶劳、贪图享受、重婚骗财屡教不改的分子，应

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并解除其非法婚姻关系。

上述规定虽然已经废止，但其规定精神实际上也

是区分了善意恶意。当然，由于当时考虑到严重

自然灾害的影响，对于后婚给予了一定的宽容。

该规定的社会条件已与现时完全不同，不应再考

虑该种重婚原因的复杂性，而应当以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婚姻和谐稳定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 

2.如果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他人有配偶而

与之结婚的，可以认定重婚效力因此补正。如前

所述，关于重婚的法律后果，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只是针对有效婚姻如何保护作了规定，对于重婚

中善意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法律没有作出

规定，存在补充的必要。从刑法规定看，如果一方

不知道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不能认定为重

婚罪，认定重婚罪需要当事人明知。但是，在民事

上，并不区分当事人是否明知，只要存在重婚行

为即可以认定为重婚。因此，虽然不能构成刑法

的重婚罪，但该重婚行为并不因当事人的善意而

有效，此时如何保护重婚中善意的一方是需要政

策考量的。笔者认为，对重婚中善意的一方，在合

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的情况

下，补正婚姻效力，是保护善意一方合法权益的

重要路径。主要考虑是：首先，由于其并不知道对

方有合法婚姻，主观上不具有可苛责性，法律应

当对其善意设置相应的保护规则；其次，从比较

法上看，也有重婚信赖保护的立法例，如瑞士民

法典第 122 条第 3 款规定：配偶之他方与已有婚

姻关系的人结婚的，如配偶他方为善意，此后前

婚已经被解除，不得再请求宣告婚姻无效。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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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双方或一方信赖原来婚姻已经解除或信赖不存

在婚姻而结婚者，因此构成的重婚不得宣告无效。 

四、重婚中的“法律婚”与“事实婚”问题 

通说认为，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登记结婚，构成

法律上的重婚；虽未登记结婚，但又与他人以夫

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构成事实上的重婚。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

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

罪处罚的批复》（法复［1994］10号）规定，新

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１月 12日国务

院批准，1994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发布）发布施行

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虽然该司法解释已

被废止，但刑事审判实践中仍一直按照此规定精

神处理重婚问题。 

笔者认为，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

行后，虽然民事上已不承认事实婚姻，但有配偶

而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可以认定为重

婚行为，可将其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和法定的离婚

损害赔偿事由。因为，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

释（一）第 2 条的规定，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

条、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

的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

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本着举轻

以明重的原则，既然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

共同居住可认定为法定的离婚事由和离婚损害赔

偿事由，则在有配偶的情况下，又与他人以夫妻

名义共同生活的，是公然对一夫一妻制的违反，

认定为重婚行为，并将之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和离

婚损害赔偿事由，符合立法目的。当然，认定此种

情况下为重婚，是从保护合法婚姻的角度而言的，

并不意味着承认该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事实行为为

婚姻。 

因此，在确认重婚无效的语境下，如果重婚的

行为是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根

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7 条规定，行

为如果发生在 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

实施之后的，不认可为事实婚姻，即婚姻不成立，

而没必要认定为无效；行为如果发生在 1994 年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的，应当认

定该事实重婚的婚姻无效。 

五、重婚与未到法定婚龄之区别 

有观点认为，未到法定婚龄与违反一夫一妻

制的重婚行为，严重性程度相当。重婚只是违反

了一夫一妻制度，而与幼女或少女结婚，不仅严

重违反了法定婚龄制度，甚至严重侵犯人权。如

果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效力可以补正，则重婚的

婚姻效力亦应可以补正。 

笔者不同意该种观点，主要理由是： 

（一）从比较法角度看，结婚是否需要达到

一定婚龄，各国规定不同，很多国家未将未到法

定婚龄作为婚姻无效事由 

如瑞士民法典第 120 条规定，下述情形，婚

姻无效：1.结婚时，配偶一方已有婚姻关系；2.结

婚时，配偶一方患有精神病或因继续存在的原因

无判断能力；3.配偶双方因血亲或姻亲关系而被

禁止结婚。日本民法典第 742 条规定，婚姻，限

于下列各项情形，为无效：1.因认错人或其他事

由，当事人之间无结婚意思时；2.当事人不进行

婚姻申报时。但是，申报只欠缺第 739 条第（2）

款所载条件时，婚姻不因此而妨碍其效力。可见，

重婚为大多数国家所禁止，但未到法定婚龄在很

多国家并不是法定的婚姻无效事由。 

（二）从禁止原因看，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

主要是当事人行为能力存在一定欠缺 

“从各国或地区的有关立法规定来看，通常

是以达到法定婚龄作为具有结婚行为能力的一般

标志。这是由婚姻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婚

姻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是作为社会细胞

的家庭的起点。人们只有达到一定年龄，才具备

适婚的生理和心理条件，才能对作为人生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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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事作出理性的判断和决定，才能在婚后承担对

配偶、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一般认为，结

婚的实质要件分为公益要件与私益要件，未到法

定婚龄仅是对私益要件的违反，不主要涉及他人

合法权益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重婚则是对公

益要件的违反，涉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基本原

则以及对合法婚姻配偶的保护。“亦有将实质要

件分为私益要件与公益要件者。公益的要件，谓

因公益上之婚姻禁止，私益的要件，谓关于结婚

能力（包括婚姻适龄、行为能力、性交能力）、法

定代理人之同意及关于婚姻意思之要件。一般公

益的要件之欠缺，使婚姻无效，私益的要件之欠

缺，使婚姻为得撤销。”对于两者区别，学者也多

有论述，如有的认为，未到法定婚龄应属于可撤

销的原因；有的认为，不能为了维护婚姻法的严

肃性而过于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因为婚姻在本

质上仍为民事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结婚行为是

民事法律行为，因而，除重婚的婚姻为无效婚姻

外，其他的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均应为可撤

销婚姻；有的认为，患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和

未到法定婚龄应属于可撤销的原因，因为这两种

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

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民法典编撰虽

然仅将疾病婚从无效婚改为可撤销婚，没有将未

达法定婚龄改为可撤销婚，但在社会危害性上，

未达法定婚龄与重婚的危害性不同，基本是一致

的意见。虽然法律上两者均为无效婚姻，没有作

出特别区分，但实践中，有针对性地细化相关规

则不仅符合基本法理，也与公民的法感情一致。

由于未到法定婚龄不涉及婚姻双方当事人之外的

第三人，在当事人达到法定婚龄、有自我判断力

后仍愿意维持婚姻的，是对原来共同生活状态的

认可，法律没必要再强行干预。当然，如果是与被

拐骗少女结婚的，因为已经触犯刑法，且涉及胁

迫结婚的问题，与一般未到法定婚龄不同。而重

婚涉及的是整个社会秩序，是对社会基本价值观

的冲击，且涉及合法婚姻当事人以及婚生子女的

保护，与未达法定婚龄不可同日而语。值得特别

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未到法定婚龄者不得结

婚，但也有许多国家在规定法定婚龄的同时，还

规定了特许制度，即法定婚龄以下的当事人，依

法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请，经有关机关批准后，

该当事人即可在未达到法定婚龄时结婚。 

（三）从民法典编撰的价值取向上看，民法

典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专门明确了“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婚姻家庭编的一般规定中，又

增加规定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

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在具体规定上，民法典将“疾病婚”从无效

婚姻改为可撤销婚姻，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婚

姻自主权的价值取向，将是否维持既存婚姻状态

的决定权交给当事人。按照民法原理，凡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应当自始无效，仅损害对

方当事人利益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许

可受损害一方予以撤销。这体现了法律对已经发

生的身份事实的宽容。在男女双方的结合虽不符

合结婚的要件，却并未因此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

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将撤销该婚姻的权利赋予当

事人本人，更符合婚姻关系作为基本民事关系的

实质。因此，虽然未到法定婚龄目前仍然规定为

无效婚，但在当事人达到法定婚龄，有婚姻的行

为能力以后，充分尊重其意愿，允许效力补正，是

符合立法本意的。但重婚行为，尤其是明知或者

应当知道对方有配偶而仍与之结婚的人，法律不

应当保护其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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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困境及破解 

2022-07-13    人民法院报  孙佳欣 徐梓程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07/13/content_218894.htm?div=-1 

涉抚养权案件的强制执行一直是执行工作的

难点，执行中稍有不慎即会对当事人子女的身心

健康造成影响，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笔者认

为，破解涉抚养权案件执行难，应当充分保障当

事人子女权益，提倡谦抑执行，通过组建专业“人

事”执行团队、健全配套机制、依托社会公益力

量等方式来提升执行效果，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理论依据 

（一）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可行性 

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迫使被

执行人按照执行依据履行一定行为或金钱给付义

务的一种公力救济，强制执行的对象只能是金钱

或行为，不能适用于人身。实践中有观点认为，涉

抚养权案件的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涉及到子女的人

身，不宜强制执行。对此，笔者认为，法院作出的

涉抚养权纠纷判决或调解书，是夫妻离婚时或离

婚后将子女确认由一方抚养的法律文书，夫妻中

的一方据此获得了与子女共同生活并抚养的权利，

另一方则负有将子女交由对方抚养并不破坏、干

扰对方行使抚养权的行为给付义务，即判决所确

定的义务为行为义务，强制的对象是不履行判决

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而非未成年子女。此外，就父

母与子女的关系而言，无论生效法律文书将子女

确认给父母中的哪一方来抚养，或是由其中一方

变更为另一方抚养，都不能否认不与子女共同生

活的另一方对子女享有探视的权利和承担应有的

抚养义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基于血

缘和伦理关系而联结在一起的，是不判自明的。

因此，涉抚养权案件的执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

但不是对人身的执行，其执行标的是行为而非人

身。 

（二）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必要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得不到执行的判决只

能是一纸空文。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父母中的

一方享有对子女的抚养权，但另一方拒不履行义

务，擅自将子女隐匿或对抗执行，则不仅仅是在

伤害获得子女抚养权的一方当事人，也是在挑战

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力，长此以往必然会损害法

律的权威。 

此外，婚姻家事法官在审理涉抚养权纠纷案

件时通常会对夫妻两方的经济状况、个人品质、

亲子关系等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和调查，在综合

考量的基础上作出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判决，

这也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涉抚养权纠纷案件

审判程序中的体现。因此，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一方当事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不仅仅是在维护胜诉一方的合法权益，也是在保

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在当前状况下为他们

提供最为有利的成长环境。 

二、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困境 

涉抚养权案件能够强制执行在司法实践中已

成共识，但受制于种种原因，在执行此类案件时，

时常困境重重、难以推进。 

（一）隐匿子女现象严重、执行工作难以开展 

涉抚养权案件难以执行的一个很大原因就在

于，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当事人

的父母、亲属可能会将子女隐匿或带离居住地，

甚至“流动隐匿”，故意设置障碍，增加执行工

作难度。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执行法官与被执行

人或其亲属多次、反复沟通，但受家庭矛盾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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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情绪的影响，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在笔者执行

的一起涉抚养权纠纷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在诉讼

期间即被被执行人父母带离居住地，下落不明。

被执行人在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被拘留十五日后，仍然坚持拒绝告知子女下落，

致使案件陷入僵局、推进困难。 

（二）执行手段相对单一、惩戒措施收效甚微 

涉抚养权案件的执行，执行标的虽不是子女

的人身，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类案件的执行与人

身有着密切联系，强制带离子女容易激化被执行

人与执行法院及申请执行人之间的冲突或矛盾，

也会对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巨大冲击，造成

难以弥补的不良影响和不可估量的社会后果。因

此，在执行此类案件时，执行法官采用的执行措

施往往较为单一，严重依赖调解，一旦调解不成，

执行极易陷入被动境地。 

执行法官虽然可以对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

留或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等制

裁措施，但如何适用、适用到何种程度，不仅仅考

验着执行法官的智慧，还考验着执行的技巧。对

于家境富裕的被执行人而言，一般的罚款金额难

以对他们产生震慑作用，罚得过多则易引起社会

争议；而对经济状况较为普通的被执行人而言，

罚款无疑会降低他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在

他们拒不配合将未成年子女交由对方抚养时，子

女的生活水准同样也会受到不良影响。至于拘留、

追究刑事责任等制裁措施，虽然力度很大，但也

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在涉案子女较

为年幼的情况下，将女性被执行人拘留或采取刑

事制裁都不合适，即便最终适用缓刑，也显得不

尽人情。 

（三）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缺乏外界力量支持 

与普通的金钱、行为给付类执行案件不同，涉

抚养权案件的执行与子女的人身密切相关，需要

有相应的机制予以支撑、配合。但就目前的情况

来看，相应的配套机制有待完善，尚缺乏外界力

量支持。 

 以征询子女意见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已满两

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

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

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执行实践中，对于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子女，法院在采取执行措施前通常

会了解该子女的基本状况，征询其意见，并在此

基础上制定执行方案。但选择合适的征询地点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院的氛围显得过于庄

严，不利于各方关系的缓和；学校则容易对子女

形成压力，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而在征询方

式的确定上，亦有诸多因素需要考虑，比如是在

一方父母的陪伴下征询还是在双方的见证下征询？

如果是在一方的陪伴下，很难保证子女不受到陪

伴他的这一方当事人的干扰；如果在双方见证下

征询，当事人一旦对结果不满意，势必会引发争

论甚至肢体冲突，给子女造成心理创伤。因此，在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亟需有资质对子女成长环境、

心理健康等状况进行全面评测的专业机构提供指

导意见和专业支持。 

三、破解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困局的路径 

破解涉抚养权案件强制执行的困境需要多措

并举，在汲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健全配套

机制，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保障子女权益、提倡谦抑执行 

在多年的探索中，大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

识，即在保障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开展执行

工作。执行中要始终秉持谦抑理念，提倡谦抑执

行，条件不具备时切不可直接带离子女交由申请

执行人一方抚养。应当在调解的基础上，尽量缓

和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及执行法院之间的对立

情绪或冲突，提醒各方在表达诉求时应以子女利

益的最大化作为出发点，努力创造最有益于子女

成长的环境。对于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在

各方当事人及子女均同意的情形下，选择适合征

询工作开展的地点、时间充分征询子女意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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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具体执行工作前先制定详尽的执行预案，避

免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控情形，以致激化矛盾、

产生负面影响。 

（二）组建专业团队、专职“人事”执行 

涉抚养权、探视权执行案件均具有人身属性，

在执行理念和方式上有别于财产给付型执行案件。

抚养权执行案件应以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

倡导谦抑执行，尽量淡化执行行为的强制性色彩；

而财产给付型执行案件则以充分保障申请执行人

的胜诉债权为出发点，更强调执行行为的主动性

和强制性。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执行实施

部门采取人事分流措施，成立专业的执行团队，

专职“人事”执行，由他们专门负责抚养权、探

视权、探望权等具有人身属性案件的执行。在人

员配置方面，适当调配一定比例女干警加入团队，

强化执行行为的柔性色彩，引导被执行人自觉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配合将子女交由对

方抚养。同时，应进一步强化培训赋能，进行审判

业务、调解技能、心理学等方面的专门培训，针对

“人事”执行实践中的难点、痛点问题，组织开

展专题调研，加强不同地区法院之间的交流、协

作，交流、学习有益经验。 

（三）适度进行惩戒、敦促主动履行 

罚款、拘留措施在涉抚养权案件执行中发挥

的作用虽然并不理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执行此

类案件时就放弃适用惩戒措施。在被执行人拒不

配合执行时，执行法官可以酌情发出预处罚通知

书或直接适用罚款、拘留、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等惩戒措施，作为震慑被执行人心理的方式之

一，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当然，当被执行

人抗拒执行的行为严重到一定程度，且造成严重

的社会不良影响时，亦可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对被执行人予以刑事制裁。但考虑到此类案

件执行目的的特殊性，该措施只能在“迫不得已”

时适用，不宜作为常用的惩戒手段。 

（四）健全配套机制、多元破解难题 

破解涉抚养权案件执行难，仅仅依靠执行部

门还不够，还应有相应的配套机制，多方助力，多

元破解。从完善内部联络机制来看，执行部门应

进一步密切与婚姻家事审判部门的沟通、协调。

审判部门预判其作出的涉抚养权纠纷判决后续可

能进入执行程序的，可以主动联系执行部门，告

知审理过程中掌握的相关情况，便于执行部门提

前了解案情，制定执行预案。执行部门还应依托

社会力量，强化与学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机关、

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心理辅导机构的联络，动员、

激励社会公益力量共同参与，提供专业指导意见

和帮助，竭力修复子女与父母的情感，提升涉抚

养权案件执行的专业性、有效性。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如何理解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义务 

2022-07-17    法治日报法律服务·解读   

http://appdzb.legaldaily.com.cn:8081/nz/104592.jhtml 

□张科 

扶养是指依据身份关系，特定范围的亲属之

间在物质上提供帮助、在精神上提供支持以及在

生活中提供保障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的抚养以及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均属

于扶养的范畴。民法典规定，配偶、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为近亲属；依据上述规定，兄弟姐妹关系显然属

于亲属关系范畴；那么兄弟姐妹之间是否负有法

定的扶养义务呢？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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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我国法律对于兄弟姐妹间应

负担的扶养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民法典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

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扶养的义务”。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兄、姐对弟、妹的扶养义务，

需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兄、姐有负担能力。兄、姐要履行扶养

义务，必须具备相应的扶养能力，否则法律不能

对其强加苛责。如果兄、姐自身系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法照料自己或者兄、姐虽

具备劳动能力，但本身的收入较低，仅够维持自

身生活，则不能被认定为具有负担能力。 

第二，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抚养能力。父

母是子女抚养义务的第一顺位人，必须承担抚养

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但当父母死亡或者确实无力

负担抚养义务时，兄、姐便有了承担扶养义务的

可能。父母死亡包括父母双双去世，或者父母失

踪后的宣告死亡。父母无力承担抚养义务，主要

包括父母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抚养能力的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虽系完全行为能力人，

但无法维持弟、妹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等情形。 

第三，弟、妹系未成年人。兄、姐承担的扶养

义务不同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父母除对未成年子女外还对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务；而兄、姐的扶养义

务只限于对未成年的弟、妹，成年的弟、妹如果因

丧失劳动能力、缺乏经济来源导致不能独立生活

的，兄、姐对其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扶养义务。 

除了上述适用条件外，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

义务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民法典中的“兄弟姐妹”指的是同胞兄弟姐妹

和法律拟制的兄弟姐妹，包括有血缘关系的同父

同母、同父异母、同母异父以及因收养产生的养

兄弟姐妹和双方父母重组家庭产生的继兄弟姐妹，

不包括表亲、姻亲关系形成的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的扶养义务具有相对性和双向性。

根据民法典规定，在弟、妹尚未成年时，负有扶养

义务的兄、姐养育弟、妹长大，这种以血缘亲情为

纽带的利他行为自然应得到同等回报，弟、妹在

成年后要对无法生存的兄、姐进行扶养。 

兄、姐拒不履行扶养义务的可能构成遗弃罪。

根据我国刑法，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

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

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

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

妹拒绝履行扶养义务，其拒绝扶养的行为导致未

成年弟、妹生存困难、身体受损或者造成其他恶

劣后果的，则可能构成遗弃罪。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谁是适格的监护人？一文捋清 

2022-07-20    浦江天平   

https://mp.weixin.qq.com/s/yIXdHEQLQDTwRy5hgUQRZg 

监护，是指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监督和保护的制度。作

为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的存在一方面

填补了被监护人行为能力的不足，使其从事的民

事法律行为能够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

监护人的意志也决定了被监护人参与民事行为的

方向和可争取权利的范围。 

《民法典》在要求监护人按照最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

护人的真实意愿之外，还就监护人的选任、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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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明确规定，以期挑选出最适宜的监护人人

选，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01、父母是未成年人的当然监护人离婚了也不受

影响 

案情简介 

小花年幼时，父母离异，小花随父亲和爷爷共

同生活。小花中考前夕，父亲意外死亡，剩下她和

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小花母亲得知后，希望将

小花接回自己身边生活。但在为小花办理升学手

续和其他银行业务时，小花母亲却因“不具有监

护人身份”屡屡遭拒。为此，小花母亲诉至法院，

要求将小花的监护人由爷爷变更为自己。 

解 析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法定的、当然的监护人，具

有保护、监管未成年子女的首要和当然责任人地

位。父母对子女的监护以亲子关系为基础，无需

批准或申请即自然取得，不受父母婚姻关系或生

活状态的变化影响；以保护管教未成年子女，促

进子女健康成长为目的，不得违背被监护人的真

实意愿肆意滥用；在监护人资格未经法定程序撤

销或监护人客观上丧失监护能力之前，监护关系

不因监护人的主观意愿随意抛弃或协议变更。 

在父母离婚的情况下，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

方所负担的抚养、照顾义务可能有轻重之别，但

其法定的监护之责并不能因此减免，其监护人资

格也并不因此丧失。 

在本案中，小花父母虽已离婚，但未与其共同

生活的母亲仍然是小花的监护人，其监护人身份

不因婚姻的解除而丧失。小花父亲死亡后，小花

的爷爷在客观上担负起直接照顾、看管小花的职

责，但并不能因此取得监护人资格，小花的监护

人仍然为其母亲。因此，小花的母亲无需提起诉

讼变更监护人，其原本就拥有小花的监护人资格。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第 26条第 1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

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2.第 27条第 1款：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人。 

3.第 1068条：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

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

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第 1084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

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

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

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02、父母之外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指定有顺序 

案情简介 

宁宁 12岁的时候，父母在一次争执中发生肢

体冲突，父亲错手杀死了母亲，锒铛入狱。一时间，

宁宁没有了妈妈，也失去了爸爸。外公外婆长期

沉浸在丧女之痛中难以自拔。幸好，爷爷承担起

照顾宁宁的担子，并竭尽所能地承担起宁宁全部

生活、学习开销。 

为了能够更直接地为宁宁处理校园和生活事

务，年逾 70的爷爷生平第一次走进了法院的大门，

申请撤销宁宁父亲的监护权，由自己担任宁宁的

监护人。 

考虑到宁宁已经年满八周岁，法院在了解了

宁宁父母的情况和目前生活状态后，又专门征求

了宁宁本人的意见。最终，宁宁的监护人由父亲

变更为爷爷。 

解 析 

如前所述，父母是未成年人法定且天然的监

护人。然而，在父母已经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无

法发挥其监护职能的情况下，就需要另行指定监

护人。 

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未成年人生活状态的稳

定，为未成年人重新建立情感归属和心理依赖，

同时避免相互争当监护人或者彼此推诿的情况，

按照与被监护人的亲疏关系、履行监护职责的便



46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利程度以及社会生活习惯，《民法典》以相对紧密

的家庭关系为基础，按照祖父母、外祖父母，兄、

姐，其他经未成年人住所地居委会、村委会或民

政部门同意且主观上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个人或

组织这一顺序来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般而

言，只有前一顺序监护人不存在或者不具备监护

能力时，后一顺序监护人才有资格获得监护权。 

本案中，宁宁的母亲已经死亡，父亲因刑事犯

罪被羁押，不具备监护的现实可能性，客观上丧

失了监护能力。此时，宁宁的祖父母、外祖母均可

申请作为宁宁的监护人。但是，宁宁的外祖父母

因丧女之痛无心、无力承担监护职责，而祖父已

经主动承担起对宁宁的监管、照顾和保护，此时，

指定爷爷作为宁宁的监护人，既符合法律规定，

有利于宁宁各项民事权利的实现，也有利于保持

宁宁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的稳定，助力其健康成

长。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27条第 2款：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

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

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03、成年人的监护人？成年人一般不需要监护

人！ 

案情简介 

陈老太已至耄耋之年，年轻时生育了两个儿

子。其中，大儿子已早早过世，唯一的孙女户口虽

仍在陈老太的私房中，但祖孙俩的往来并不频繁。 

前不久，陈老太的私房动迁，陈老太作为产权

人签订了安置协议。但孙女认为，奶奶年事已高，

记忆力明显减退，且其身患高血压多年，长期依

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精神状态明显不佳，难以理

解动迁安置、征收补偿等政策问题。故诉至本院，

要求宣告陈老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申请担

任其监护人。 

经司法鉴定，陈老太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无欠

缺，陈老太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法院依法

驳回了孙女的申请事项。 

解 析 

监护人存在的目的之一在于弥补被监护人行

为能力的不足，因此，只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才需要监护人。对于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而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独立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受他人的干涉或影响。 

年龄因素确实会对行为能力产生影响，但主

要用于限制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

对十八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其智

力能力、精神状态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产生病

变和退化，但年龄本身不是影响行为能力的必然

因素。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应推定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且不负有自证其行为能力健全的义

务。除非确有证据证明其智力能力、精神状态等

存在异常情况，不应随意宣告其为无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更无需为其指定监护人。 

本案中，陈老太虽然年事已高，且患有基础疾

病，但均不足以影响其行为能力。经司法鉴定，其

行为能力并无缺陷，可以独立从事民事法律行为。

其所签订的安置协议，效力不受其行为能力的影

响。如陈老太确实对相关的征收安置政策理解困

难，可以就该特定事宜进行咨询或者委托有经验

的人作为代理人，但无需为其指定监护人。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18条第 1款：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04、都抢着当监护人可咋整？ 

案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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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的丈夫薛先生数年前突发脑出血，虽

捡回一条命，却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婆婆看儿媳

在繁忙的工作和稚子抚养之间已经无法分身，便

主动承担起照顾儿子的重担。 

婆婆去世后，单身多年的小叔子继续照顾哥

哥。陈女士对小叔子的照顾并不满意，也担心小

叔子担任了监护人会擅自处分丈夫婚前所购的房

产，影响自己孩子将来的权利。她希望将丈夫送

到专业的护理机构进行照看，但遭到小叔子的明

确反对。小叔子认为，自己的照顾虽不专业，却可

以全天守在哥哥身边，让哥哥感受亲人的关爱，

而嫂子已多年未与哥哥共同生活，不知其日常喜

好，不熟其生活规律，贸然将其送入疗养院反而

会刺激哥哥，不利于其病情。 

为此，两人均向法院申请担任薛先生的监护

人。法庭上，小叔子当庭承诺不会擅自处分哥哥

的财产，陈女士在权衡之后撤回申请，小叔子被

指定为薛先生的监护人。 

解 析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配偶是其第一顺位的监护人，但并非唯

一可能的监护人。 

当多个有监护资格的人均申请担任监护人时，

首先考虑由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自行协商推选，充

分尊重具有监护资格人的意思自治，激发并调动

监护的积极性。 

协商不成，可通过有权机关指定监护人。考

虑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生活联

系以及情感基础等因素，通常按照配偶，父母和

子女，其他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

和组织的顺序按序指定监护人。但该顺序并非绝

对，还应当充分考虑到监护人的监护意愿、监护

能力，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保护出发，在尊

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在具有监护资格

的人中进行确定。 

本案中，陈女士作为薛先生的配偶，在客观上

已经多年未与薛先生共同生活，对其生活习性以

及身体情况均不甚了解，贸然改变生活环境并非

对被监护人最有利的选择，且陈女士的监护意愿

并不强烈，其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放弃了监护

资格，故而本案最终指定薛先生的弟弟为其监护

人。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第 2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

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2.第 30条：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

协议确定监护人。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

护人的真实意愿。 

3.第 31 条第 1 款：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

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

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有关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4.第 31条第 2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

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05、都不肯当监护人又咋办？ 

案情简介 

李老四早年患有精神分裂症，未能娶妻生子，

需要长期服药维持病情，残疾证上载明的监护人

为其父亲。父亲过世后，其余兄弟姐妹忙于自己

的生活，虽然偶尔会来看望，但谁也不愿意把“累

赘”绑定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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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贴身看护照顾的人，李老四开始不加节

制地酗酒，药却是吃得有一搭没一搭，身体每况

愈下。最终，李家大哥上门看望时，发现李老四已

经在一堆酒瓶中没了气息。 

此后，李家兄弟又因为李老四名下的房子引

发继承纠纷。 

解 析 

03 监护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可用金钱量

化的权利，反而更多地体现为照管的义务和责任

的承担。因此，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彼此推诿，不

愿担任监护人的情况并不罕见。 

对此，《民法典》规定了多种确定监护人的方

式。 

一是意定监护，是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预

先与他人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

责。即在行为能力健全时，预先为自己设立监护

人，防患于未然。相较于其他确定监护人的方式，

意定监护充分体现了双方的意思自治，尊重了被

监护人的真实意思。 

二是遗嘱监护，是指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

况下，监护人有权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为子女指

定监护人，在父母均死亡后履行对子女的监护职

责。遗嘱监护对未成年子女及行为能力有欠缺的

成年人均可适用。相较于法定监护，通常情况下，

经父母“挑选”的监护人更为可靠和尽心，能够

更主动积极地承担监护职责。 

三是协议监护，上一节已经提到，多个有监

护资格的人之间可通过协议确定监护人，不论是

相互争抢还是相互推诿，均可先通过协商方式推

选并确定监护人。 

四是指定监护，是指在对监护人的确定确有

争议不能协商解决时，通过有权机关，如居委会、

村委会、民政部门或者法院的介入，指定监护人。

指定监护人时，依然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并充分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思。 

但是，在指定监护人之前，如被监护人的人

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利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

应当由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承担起临时监

护人的职责，这是《民法典》基于对被监护人的权

利保护而新设的制度。 

本案中，如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李老四的

父亲死亡后，在新的监护人被确定之前，其所在

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应承担临时监护

之职。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第 29 条：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

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2.第 31条第 3款：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

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

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

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3.第 32 条：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

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

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担任。 

4.第 33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06、监护人可不好当如果当了就得好好当 

案情简介 

吴某的妻子不幸身故，年幼的儿子小吴由吴

某独立抚养。吴某伤心过度，遂沉溺于吸毒，无力

照看年仅四岁的小吴。之后，吴某被强制戒毒。小

吴的外婆申请撤销吴某的监护资格并担任小吴的

监护人。此后，外婆以小吴的名义诉至法院，要求

吴某向小吴支付抚养费。 

解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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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

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以及其他合法利益；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作为被监护人的法定

代理人，监护人应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并最大程度地尊重

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被监护人实施侵权行为且

无财产或者财产不足以承担责任时，应由监护人

对外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如监护人不履行监

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利，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如监护人存在严重损害被监护人

身心健康的行为，怠于履行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

责以及有其他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其监护人资格可依申请被撤销，但是，并不因此

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的

履行义务。 

本案中，吴某妻子死亡后，吴某成为小吴唯一

的监护人，本应积极履行对小吴的抚养、监督、保

护之责。但吴某沉溺吸毒，无力照看，导致年幼的

小吴的日常生活和各项权利均处于危困状态。而

在吴某被强制戒毒后，其在客观上已经不具备监

护小吴的可能性。此时，小吴的外婆作为其他有

监护资格的人，得以申请法院撤销吴某的监护人

资格，并申请由自己担任监护人。但是，不论是强

制戒毒还是丧失监护人资格，均不影响吴某对小

吴抚养义务的履行。因此，小吴的外婆在担任小

吴监护人后，得以法定代理人身份，以小吴的名

义起诉吴某，要求其支付小吴的抚养费。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第 34条第 1款：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

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

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2.第 34条第 3款：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

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3.第 35条：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

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

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

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

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

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

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

监护人不得干涉。 

4.第 36条：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

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

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

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

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

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

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

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

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5.第 37条：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

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

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 

6.第 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

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

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

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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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离婚后，孩子上兴趣班的费用如何分摊？ 

2022-07-26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EtqvNr-k_liKU8-XMwNkQA 

案情回顾 

原告王女士与被告杨先生原系夫妻关系，婚

后于 2016 年 5 月生育一女小杨妹，双方于 2018

年 7 月登记离婚并签订《离婚协议》，《离婚协

议》约定：小杨妹由杨先生抚养，由于孩子上学条

件的问题暂时随王女士生活，杨先生承担孩子抚

养费。 

双方离婚后，小杨妹便跟随王女士在重庆主

城区居住、读书至今，在此期间，王女士为刚幼儿

园毕业的小杨妹报名参加了书法、攀岩、钢琴、美

术、跳舞、语言、数学、英语、走秀、芭蕾、手工、

播音等兴趣班，且均将报班事宜通过微信告知杨

先生，但均未得到杨先生肯定性答复。 

杨先生从离婚之后起采用现金支付、微信转

账等方式向王女士支付抚养费至 2020年 7月，之

后未再支付。因此，王女士要求杨先生支付小杨

妹自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的消费费

用 76101元及 2017年 10月 12日至 2021年 10月

12 日小杨妹四年各项费用 96000元（包括生活费

及兴趣班培训费）。 

另查明，王女士从事幼师职业，杨先生无固定

职业并在法庭审理中陈述其平均每月有 10000 元

收入。 

裁判结果 

武隆区法院一审认为，抚养费支付的数额应

当具有合理性，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所支付的

抚养费并非是子女花费的所有费用。王女士主张

杨先生支付小杨妹抚养费平均每月高达 7000 余

元，结合当地物价水平，已超过抚养费承担的合

理性，且王女士所举示的消费明细不能直接证明

该项消费系小杨妹所用。 

同时，王女士诉请杨先生支付小杨妹参加兴

趣班的培训费，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杨先生对此认

可，而该兴趣班的费用，显然系超出基本教育的

额外教育费用，不应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内。

据此，判决杨先生在 2020年 8月至 2021年 10月

31日期间应当承担的抚养费数额为每月 2500元，

合计为 37500元。 

王女士不服提出上诉，我院审理后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

条第一、二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

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

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

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第

一千零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子女由一

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

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二条规定“民法典第一

千零六十七条‘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

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

中认定的教育费的范围主要是高中、初中和小学

的教育费用，包括学费、书本费及孩子必须接受

的教育项目的相关支出。超出基本教育的额外教

育费用，如补习班、兴趣班的费用及择校费等，往

往不被计算在教育费的范畴，由未成年人父母协

商确定。 

本案中，王女士与杨先生最大的矛盾分歧在

于应由谁支付小杨妹参加兴趣班的培训费用。对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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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双方均陈述在二人离婚时，小杨妹尚未参加

兴趣班，后王女士为提升小杨妹的综合素质，陆

续让小杨妹参加了十余个兴趣班，王女士虽将此

事通过微信告知杨先生，但未获杨先生肯定性答

复。因上述参加兴趣班的费用，系超出基本教育

的额外教育费用，在杨先生未明确表示愿意负担

此费用的情况下，王女士要求杨先生负担此费用

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最终未获人民法院支

持。 

当前，教育培训市场火热，抚养费中的教育成

本也往往是父母难以承受之重。如今“双减”政

策落地，是对当下教育观念的一次纠偏，可能会

让很多父母和孩子松一口气。 

无论是父母协商或者法律规定的“抚养费”

高低，终有额，为人父母对孩子，终是爱。离异后

的父母双方，与其被对孩子的补偿心理所支配，

走上一条无穷尽的“补课路”，不如与曾经的

“合伙人”好好协商，给孩子更多的理解与陪伴，

这也许是弥合创伤、表达爱意最好的方式。

要求支付高额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丨案例参考册 

原创：2022-07-28  浦江天平  上海高院 

https://mp.weixin.qq.com/s/5PAhM8b6aWYjnwbyDse_Lg 

法律规定夫妻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

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如果

双方在抚养费问题上发生纠纷诉至法院，离婚协

议里约定的抚养费标准明显高于当地一般生活水

平，法院会支持吗？对于争议较大的教育培训支

出，双方约定未明的，能划入抚养费分担范围吗？

未直接抚养的一方处于失业状态，如何确定抚养

费标准？ 

李某甲诉李某乙抚养费纠纷案 

案例撰写人 

陈献茗、黄湛 

关键词 

民事 / 高额抚养费 / 教育培训费 

裁判要旨 

父母就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标准、支付方式等

存在明确约定的，该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

便抚养费标准较高于当地一般生活水平，原则上

不应予以推翻。 

对于争议较大的教育培训支出，抚养人之间

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的，对父母离婚时既已参加的

培训，应考虑到保障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连贯性，

原则上予以支持；对超既有范围的培训，实际抚

养一方应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未能协商一致的

非必要支出，应视为实际抚养一方自愿为子女负

担的部分，不宜划入未实际抚养一方的抚养费分

担范围。 

对于实际负担能力的认定，应从抚养义务人

的收入水平和财产状况两方面作出整体性判断。

义务人处于失业状态的，应结合其失业原因、个

人创收能力以及所从事行业的收入水平加以判断，

而非机械地以当前的收入情况作为确定抚养费的

标准。 

法官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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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茗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上海

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七宝法庭一级法官，曾多次获

得个人嘉奖。承办的案件入选《中国法院 2020年

度案例》、2021年上海法院“100 个精品案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2 年第二批(总第二十批)

参考性案例。 

基本案情 

李某甲父亲李某乙与母亲肖某某于 2018 年

11 月 27日办理离婚登记，并签订离婚协议书。 

离婚协议书就抚养费作如下约定：教育费用，

包括学费、学杂费、校服费、校车费及保险费、医

疗费等合理费用，李某乙按照 50%的比例承担；对

于其它经李某乙认可的李某甲参加的兴趣班、夏

令营等活动（目前在学的兴趣班李某乙均认可，

新增课程需征求李某乙意见），李某乙按照 50%的

比例承担费用。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7月期间，李某乙为

李某甲支付了 2019年上半年学费 6万元，并按照

50%的比例支付了钢琴课、英语阅读课、芭蕾课、

羽毛球课、旱地冰球课程、美术课、街舞课、机器

人集训、室内滑雪、游学夏令营以及学校学杂费、

早点费、校服费、校车费等费用共计 71,807 元。 

2018年 12月至 2019年 7月期间，李某甲另

产生书籍、电动牙刷牙膏、衣服、零食、芭蕾考级

费用、至长春的机票、钙铁锌口服液、摇滚学校音

乐剧、展览等费用共计 4,499元。 

2019年 8月至 2019年 11月期间，李某甲产

生旱地冰球课、钢琴课、芭蕾课、羽毛球课、文具

服装、舞台剧、艺术展、牙医费以及学校学费、学

杂费、班费等费用共计 89,099元。 

2019年 8月至 2019年 11月期间，李某乙每

月支付了李某甲抚养费 8,333元，共计 33,332元。 

2018年 11月至 2019年 7月期间，李某乙每

月工资收入为 20,580.11元至 48,728.56元不等。

2020 年 4 月 30 日，李某乙与就职公司解除劳动

合同，取得补偿金 172,921.33元。 

李某甲起诉要求李某乙支付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年 11月 30日欠付的抚养费 42,168.50

元及违约金 1,054 元，以及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

起至 2033年 7月 1日止，每年 6月 1日前支付年

抚养费 177,000元。 

裁判结果 

 

裁判思路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李某甲父母签订的离婚

协议书就李某乙应支付的抚养费进行了约定，协

议真实有效，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 

对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发生分歧的各项费用，

应根据离婚协议书中的约定，结合费用的性质以

及合理性等实际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对于李某甲

2019年 8月至 2019年 11月期间因就学、医疗发

生的费用，应根据离婚协议书之约定由李某乙按

照 50%的比例承担。对于李某甲 2019 年 8 月至

2019 年 11 月期间产生的兴趣班等费用，因所涉

课外活动系其父母离婚前，其已确认参加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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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兴趣班衍生的比赛费用、交通费用、护具等配

套用具的费用，确系其因参加兴趣班所实际产生

的费用，金额及用途尚属合理，亦未超出合理预

期，故应由李某乙按照 50%的比例承担。 

对于李某甲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1 月期

间因购买观看舞台剧、艺术展等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李某甲主张的保姆费、餐饮费，离婚协议书

对此并未作明确约定，且相关费用的支出亦未事

前征得李某乙的同意，故李某甲所提主张，本院

难以支持。 

但日常生活中，除了前述教育费用的支出，李

某甲会因生活所需产生必要的生活费，根据本案

实际情况以及李某甲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

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并扣除该

期间内李某乙已支付的餐饮费，本院酌定李某乙

还需向李某甲支付上述期间的生活费共计15,000

元。 

关于违约金，从李某乙支付费用的实际情况

来看，李某乙未支付的费用，系双方发生分歧，且

离婚协议书未作明确约定之部分，并不当然构成

违约，故李某甲主张违约金的意见，于法无据，本

院不予支持。 

关于 2019年 12月起李某乙应承担的抚养费，

现李某乙认可按固定金额支付，系双方变更离婚

协议书载明的按 50%比例结算各笔费用的支付方

式的合意，本院予以采纳。关于抚养费金额，除了

考虑李某甲的实际需要之外，还需要结合父母双

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予以确定。

对于李某乙的负担能力，不能单纯地以其当前失

业的状态加以判断，应结合其失业原因以及所从

事行业收入水平等因素予以认定，且李某乙现亦

同意支付每年 10万元的抚养费。考虑到李某甲的

教育费所需较高，系其父母离婚前已形成的费用

水平，且其父母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应的负担能力，

故根据李某甲现有的教育费用，并结合一般生活

水平所需的生活费及医疗费，本院酌定李某乙每

月应承担李某甲抚养费 1万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85条（本案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 3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42 条（本

案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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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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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察视点 

用事实真相直击虚假诉讼的“隐秘角落” 

2022-06-29  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s://mp.weixin.qq.com/s/zq1UC5r0vFdWJLT3PaxeDw 

虚假诉讼在各种生活场景中频繁上演，贵州

检察机关抽丝剥茧，用事实真相直击虚假诉讼的

“隐秘角落”—— 

五花八门的“假官司”难逃法眼  

利用假债务套取住房公积金；离婚时为逃避

债务虚构借款；给非法赌债披上合法外衣……五

花八门的“假官司”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

正常的司法秩序，破坏社会诚信，虽人人喊打，却

屡禁不绝。 

近两年来，贵州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

治思想，依法能动履职，不断加大虚假诉讼监督

力度，以敏锐嗅觉捕捉监督线索，抽丝剥茧查明

事实真相，让一件件精心炮制的“假官司”现出

原形。截至目前，该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受理虚假

诉讼监督案件 2100余件，提出抗诉 360余件，发

出再审检察建议 950余件。 

有人瞄准公积金这块“肥肉” 

检察履职：开展专项监督 

确保住房保障的公共资源不被侵害 

2020 年 2 月 25 日，王某向好友张某借款 10

万元并承诺几天后就归还。3月 12日，还款日期

已过十多天，王某迟迟没有归还借款，张某一纸

诉状将王某告上了法庭。第二天，经法院主持调

解，张某与王某达成调解协议：王某在 3月 15日

前一次性偿还借款 10万元。3 月 17日，张某向贵

州省印江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某提出愿意执

行其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法院遂强制划扣王某的

住房公积金 10万元给张某。 

从借款到起诉再到执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番操作让人眼花缭乱，但却难逃检察官的火

眼金睛。 

 “原、被告双方是朋友关系，在如此短期的

借款过程中，张某轻易便将好朋友告上法庭，而

且双方在调解过程中过于配合，案件非常顺利地

执行结案。”印江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感到了异

常。 

在全面细致审查卷宗、依法调取双方当事人

的银行转账流水后，办案检察官发现，法院把执

行款项划拨到张某的账户后，张某将钱转到其与

王某共同好友的账户中，再由这名共同好友将钱

转给王某。如此一来，被执行的款项最终回到了

被执行人王某的手中。 

 

印江县检察院检察官就一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向

相关人员调查核实情况。 

随后，办案检察官对张某、王某进行了询问。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张某与王某将事实真相和盘

托出。原来，王某资金紧张，却又不符合提取住房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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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的条件，便串通好朋友张某打起了“假官

司”，意图通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 

2021年 6月，印江县检察院以王某、张某恶

意串通、伪造证据、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

为由，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

机关建议，裁定再审，并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

了张某的起诉。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划拨公积金的数量明

显上升。”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一句话，

让办案检察官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个案。 

随后，铜仁市县两级检察院就此开展了专项

监督，共办理通过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检察

监督案件 163 件，经审查后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

建议 106 件，提出抗诉 5 件，移送违纪违法线索

27 件 27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确保住房保障的

公共资源不被非法侵害。 

在夫妻共同债务上做文章 

检察履职：调查核实 

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司法权威 

2020年 9月，妻子田某甲以夫妻感情破裂为

由，向贵州省余庆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准

许其与丈夫杨某离婚，并共同负担夫妻债务。因

杨某不同意离婚，法院判决驳回了田某甲的诉讼

请求。 

半年后，田某甲再次起诉离婚。在法院组织调

解过程中，田某甲主动撤回了起诉。杨某本以为

妻子回心转意了，谁知田某甲撤诉背后竟藏着一

个“秘密”…… 

原来，在田某甲第二次起诉离婚期间，她认为

离婚后自己可能要分担 10 余万元的夫妻共同债

务。为了少承担债务，田某甲找到哥哥田某乙、妹

妹田某丙商量，虚构向二人借款用于开店、生活

开支、偿还贷款等事实，并指使二人起诉。 

为确保同一天书写的借条不穿帮，几人还用

不同的纸、不同的笔书写借条。同时，为了让借款

显得更真实，三兄妹通过查看之前的实际交易记

录、借用田某丙的银行卡存款金额等，对有转账

记录的就按记录时间填写，让假借条的借款时间

和交易流水时间相吻合。 

2021年 5月，田某乙、田某丙先后向余庆县

法院提起诉讼，分别请求判决田某甲、杨某夫妇

偿还借款 9.6万元和 10.6万元。 

余庆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田某乙、田某丙

提供了借条及相应的支付凭证，但因借条没有杨

某签名，且杨某对借款事实予以否认，故判令田

某甲个人分别偿还田某乙、田某丙借款。 

2021年 9月，余庆县检察院接到举报称，田

某甲、田某乙、田某丙涉嫌虚假诉讼。经过调阅原

审卷宗、核查银行流水、询问相关人员等，检察机

关还原了事实真相。 

今年 2 月，余庆县检察院以田某甲与同胞兄

妹田某乙、田某丙恶意串通，采取捏造事实、伪造

证据等手段虚构借款关系，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

意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为

由，向余庆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余庆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并启动再审，于今

年 4 月作出判决：撤销原判，驳回田某乙、田某

丙的诉讼请求，并对二人分别罚款 5000元，对田

某甲罚款 1 万元。对于 3 人涉嫌虚假诉讼罪的刑

事责任，司法机关还将依法追究。 

 
余庆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对一起虚假诉讼监督案

件的当事人进行法治宣传。 

“这个案件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打‘假

官司’让我付出代价，让我认清了虚假诉讼的危



47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害。”田某甲因虚假诉讼被罚款 1 万元后，悔恨

地对办案检察官说。 

“法院虽然没有认定虚构的债务为夫妻共同

债务，没有对杨某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的损害，

但司法权威不容侵犯。离婚案件属于虚假诉讼的

易发多发领域，通过此案能够更好地教育和引导

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歪心思。”

办案检察官说。 

给非法赌债披上合法外衣 

检察履职：专项行动 

对涉赌犯罪案件重点筛查 

 “他们经常都是在我打牌没钱的时候，写个

借条就发筹码给我，没想到会让我欠下 40万元的

巨额债务。”贵州省习水县的陈某原本抱着消遣

无聊打发时间的心态打麻将，却打出了人生的一

场噩梦。 

陈某平时清闲无事，自从结识了甜嘴妹妹钱

某，经常受邀参加牌局。随着牌局越来越大，陈某

也越陷越深，自己和丈夫的工资、家里的存款全

部被输光。 

于是，钱某便向陈某介绍了“钱多心善”的

赵某，并表示只要写下借条，或是当场高息借贷，

或是拿到标注金额的筹码，陈某都可以继续打麻

将回本翻身。不知不觉中，陈某欠下了赵某近 40

万元的债务。 

就在陈某没钱还债时，昔日的好姐妹一纸诉

状将其告上法庭。因有陈某本人书写的借条、部

分转账（取款）记录等，法院判决陈某承担还款责

任。巨额债务不但让陈某丢了工作，还导致其家

庭破裂。 

习水县检察院在开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专项

行动中，对辖区内涉嫌开设赌场罪、赌博罪等的

案件进行重点筛查，还通过广泛宣传发动人民群

众举报虚假诉讼行为。办案人员发现，钱某长期

经营麻将馆，赵某多次通过钱某向赌徒出借“资

金”。 

恰在此时，走投无路的陈某向习水县检察院

申请民事诉讼监督，举报赵某在赌场内向其发放

借款，多数都没有给付现金，而是给付标注金额

的筹码。陈某的举报与该院初步掌握的线索指向

一致。 

该院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发现，赵某以民间

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多起案件，均是

其在赌场内向他人出借赌资。为使被出借的赌资

披上合法外衣，赵某要求参赌人员在借条上书写

“做生意、资金周转”等借款理由，并利用参赌

人员不敢言明所借债务为赌债的心理，让参赌人

员在法庭上自认，使本不受法律保护的赌债合法

化，且多数借款为并没有实际给付现金的筹码。 

2021 年 4 月至 6 月，针对赵某起诉的 14 件

涉案金额合计 100 余万元的虚假诉讼案，习水县

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5 件，提请

上级检察院抗诉 9 件。法院裁定再审 14 件案件，

依法认定赵某与他人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并对其非法所得予以收缴。 

公司股东与公司炮制“假官司” 

检察履职：主动与公安机关、 

法院沟通协作夯实案件证据 

贵州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因拖欠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建设工程款、银行贷款等，被赫章县

某局等债权人提起民事诉讼。案件在执行过程中，

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却突然成为多起民事诉讼案

件的被告，且当事人共同催促办案法官出具民事

调解书，并申请执行。赫章县法院向该县检察院

通报该情况后，赫章县检察院在调查核实中，发

现了诸多疑点： 

“劳动纠纷案件没有劳动合同备案材料、缴

纳社会保险情况记录、支付工资记录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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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借款合同的落款时

间及借款支付时间均早于公司成立时间。”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钢材、水泥

等原材料的使用量远超正常水平，且重复计算费

用。”…… 

赫章县检察院经调查确定，该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罗某甲、股东罗某乙串通

他人，对自己公司提起多件虚假民事诉讼，企图

骗取生效裁判文书、进入执行程序侵害其他债权

人利益。 

赫章县检察院及时将罗某甲、罗某乙涉嫌虚

假诉讼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成立

专案组立案侦查。针对 9 件虚假诉讼的生效民事

判决、调解书，该院向赫章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 2件，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 7件；对于 10件

法院正在审理、涉嫌虚假诉讼案件，建议法院中

止审理；对于 26件进入执行程序、涉嫌虚假诉讼

案件，建议法院中止执行。 

2020 年 10 月，赫章县法院以犯虚假诉讼罪

分别判处罗某甲、罗某乙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缓刑二年，各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在刑事诉

讼中，罗某甲、罗某乙又供认了 4 件虚假诉讼案

件，赫章县检察院依法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针

对赫章县检察院监督的 13 件该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虚假诉讼案件，法院全部采纳该院建议，经再

审后作出改判，使共计 736 万余元企图通过诉讼

进入执行款分配环节的虚假债务被拒之门外。 

“主动与法院、公安机关等单位协作沟通，打

通案件信息壁垒，夯实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证

据，突破查办案件的瓶颈，同时积极主动向公安

机关等部门移送涉嫌犯罪线索，是本案能够取得

重大监督成果的关键。也只有加强协作配合，才

能更好地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

打击防治虚假诉讼工作中，切实维护司法秩序和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贵州省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杜树生说。 

专家观点： 

多部门联手加大虚假诉讼惩戒力度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贵州贵达律师事务

所主任朱山：虚假诉讼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作，

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紧密协作。公安机关、

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等应加大对虚假诉

讼的联合惩戒力度，建立灵活、有效的沟通机制，

细化协同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的举措，促进精准

有效打击。对于虚假诉讼行为人，可以探索整合

现有的银行征信系统、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信

息、法院立案判决执行信息等，建立不诚信人员

“黑名单”，以便司法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及

时甄别和发现虚假诉讼。 

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陈玉梅：近年来，

虚假诉讼成高发之势，一方面严重损害司法权威

和司法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助推社会失信和道德

滑坡，破坏社会公序良俗。整治虚假诉讼，对于建

设诚信社会、保护群众权利、维护司法权威、建设

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加大对虚假诉讼的

治理力度，压缩虚假诉讼的生存空间，铲除虚假

诉讼滋生的土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构建公正、权威、诚信、纯净的司法环境。 

民事行政检察专家咨询网优秀专家、贵州秉

尚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蒋国军：当前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受民间融资

门槛低、手续简便、放款快的诱惑，一些企业和个

人转向民间融资渠道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但民间

融资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出借人可能假借民间

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借款人签订“借贷”或变

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之后

通过虚假诉讼实现非法利益。建议企业负责人、

公民个人加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通过正

规、合法渠道融资，签订真实的借款合同。如果遇

到虚假诉讼侵害自身合法权益，要及时向公安、

司法机关举报、控告，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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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被结婚”，刑民合力还清白 

2022-06-29  民生周刊  张吟丰 邵颖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629/20220629_006/content_20220629_006_3.htm#page5?operate=true  

“多亏检察机关的监督，还了我清白，也让罪

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近日，因莫名其妙“被

结婚”而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朱女士专程来到湖

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向办案检察官表示感

谢。 

出行受限 

方知上了“黑名单” 

这事还要从 8年前说起。2014 年，朱女士应

聘至曹某的公司负责会计工作，直至 2015 年 10

月离职。 

“2018 年初，我的支付宝信用分从 700多分

掉到了 500 多分，接着就发现自己购买不了高铁

车票。通过查询，我发现自己已被列入限制高消

费的‘黑名单’，后来，在专业平台上搜索自己

的身份证号，查到自己竟然还是一起民事诉讼案

件的被告。”朱女士十分诧异，“我从来没有欠

钱不还，怎么会成了被告，还上了征信‘黑名

单’？” 

2020年，朱女士咨询律师后，通过在中国裁

判文书网上查询，才了解到事情原委：2014 年 5

月，曹某以购车为由，向某银行湘潭分行申办了

一张授信额度为 40 万元的购车专项分期信用卡，

并提供了虚假的购车合同、结婚证、房产证等证

明材料。 

然而，曹某领卡后将 40 万元额度全部套现，

并未用于购车。同年 6 月，曹某又向银行申办了

一张授信额度为 10 万元的信用卡。至 2015 年 6

月，曹某拖欠透支款近 44万元，后改变联系方式

并逃匿。 

朱女士回忆，2014年入职曹某公司时，她曾

向曹某提供过自己的身份证原件，是不是曹某那

时用她的身份证办理了假结婚证呢？从天而降的

债务让朱女士既愤怒又无奈：“我从来没有跟曹

某恋爱过，也没见过结婚证，更没有参与他的信

用卡套现，我是被冤枉的。”2021 年 7月，朱女

士在多次与曹某协商无果后，向雨湖区检察院提

出了监督申请，希望检察机关能够依法监督启动

再审来纠正这个案子，还自己一个清白。 

调查核实 

确认结婚证系伪造 

收到案件线索和材料后，承办检察官立即通

过阅卷锁定该案的焦点：曹某向某银行湘潭分行

申办信用卡提供的结婚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

判断朱女士是否需要偿还债务的关键。 

为进一步核实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不

是伪造，检察官向案涉结婚证字号归属地绥宁县

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行调查核实，查明该字号

实际登记对象并非朱女士与曹某。同时，根据桃

源县民政局出具的婚姻登记信息显示，朱女士以

未婚身份于 2018 年 2 月 6 日与刘先生登记结婚。 

同时，办案检察官通过向某银行湘潭分行经

办曹某信用卡的工作人员了解得知，银行在办理

相关手续时并未审核曹某提供的结婚证原件，只

是将复印件存档。 

2021 年 7 月 26 日，雨湖区检察院以此前判

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原审被告曹某可

能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书。 

同年 9月 25日，法院再审此案，并于当天下

发了民事裁定书：撤销此案原民事判决书；驳回

原审原告某银行湘潭分行的起诉。 

刑民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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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者被追究刑责 

在还了朱女士“清白”、为她摘掉失信被执

行人的“帽子”后，承办检察官敏锐地发现曹某

还涉嫌刑事犯罪，却尚未被追究刑责，遂将线索

移送至公安机关侦办，并同步移送至本院刑事检

察部门。 

雨湖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依法提前

介入，通过召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联席

会议，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了解案情，并列出补

证提纲引导后续的侦查取证工作，针对侦查阶段

中证据存在的薄弱环节积极引导侦查，有效提高

了案件办理质效，切实增强了指控效果。 

今年 4月 27日，雨湖区检察院以曹某涉嫌骗

取贷款罪、信用卡诈骗罪向雨湖区法院提起公诉。

5月 11日，雨湖区法院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曹某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3 万元；责令曹某退赔

被害单位某银行湘潭分行经济损失 38万余元。 

湖北应城：监督纠正结婚证上的一字之差 

2022-07-07   检察日报 蒋长顺 余菊红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707/20220707_001/content_20220707_001_4.htm#page0?operate=true 

本报讯（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余菊红）近日，

在湖北省应城市检察院的积极推动下，结婚证上

的姓名错字历经 20余年终被纠正，当事人徐某也

撤销了对民政局的起诉。 

1998年，徐某与李某申请结婚登记，因李某

签署的名字中用了同音的另一个字，工作人员按

照李某签署的姓名发放了与户口簿姓名不一致的

结婚证。婚后，徐某与李某两人因感情不和，便口

头约定解除婚姻关系，但未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

手续。数年后，徐某想要与李某解除现有婚姻关

系，但因结婚证中李某姓名的错别字，导致无法

办理离婚手续。 

2021年 5月，徐某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经

审查认定被告主体不适格，徐某撤诉。今年 1月，

徐某再次以结婚登记错误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法院判决市民政局将结婚证中男方李某

的姓名进行更正。因该案超过了 5 年起诉期限，

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应城市检察院接到该案线索后，与法院进行

了沟通。今年 4 月，法院邀请应城市检察院对该

案进行行政争议化解。该院检察官多次向当事人

了解情况，查找收集相关资料，并与承办法官一

起走访相关部门，反复协调沟通，当事人李某也

表示愿意配合，将在结婚证信息更正后办理后期

手续。 

5月 25日，应城市检察院召开关于行政争议

化解公开听证会，邀请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

该市法院、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参加。听证会上，检

察官介绍了案件基本情况、审查认定的事实及证

据，与会人员就徐某要求更正结婚证中男方姓名

事项发表意见。听证员们一致支持徐某提出的更

正结婚证中男方姓名的诉求，该市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认真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当

事人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听证会次日，应城市检察院向该市民政局发

出检察建议，监督其依法履职。随后，该市民政局

迅速将相关材料和检察建议反映到上级部门，经

批准后，于 6 月 9 日将婚姻登记系统中李某的信

息予以更正。目前，徐某已撤销了对民政局的起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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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要不要承担对方所负债务 

2022-07-06   民生周刊 林春艳 齐田天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706/20220706_007/content_20220706_007_3.htm#page6?operate=true 

2013年左右，孙某开始从事期货交易。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2 月，孙某分别向樊某明、李

某辉、刘某波借款 710 万元投资期货。2017 年 7

月，因孙某未能如约偿还借款，樊某明等三人将

孙某及其妻子丁某（二人于 2018 年 5 月 4 日协议

离婚）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樊某明等三人与孙某之

间存在借款关系，涉诉债务在孙某与丁某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形成，且丁某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债权

人与债务人双方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的情

形，故该债务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丁某与

孙某须承担连带责任，应当分别偿还樊某明等三

人 145万元、115万元、450万元。丁某认为一审

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不清，申请再审。 

再审法院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包括夫

妻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丁某主

张孙某的借款未用于家庭生活，但是其提交的银

行明细显示，孙某曾向丁某的账户汇款，因此丁

某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主张，原审判决丁

某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因此，法院

裁定驳回丁某的再审申请。丁某不服，向检察机

关申请监督。 

对于本案中孙某的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债务规定是基于

婚后所得共同制的共债推定论。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

夫妻共同债务的“时间推定”规则，属于身份推

定规范，重视夫妻财产对交易安全的影响，明显

有利于债权人，除非协议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

夫妻采取分别财产制。本案不存在协议明确约定

为个人债务或夫妻采取分别财产制的情况，故孙

某的债务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的纠

纷案件中，应当结合婚姻法立法精神和有关裁判

要旨，准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防止结果明显不

公。本案中，孙某的借款金额特别巨大，基本上用

于期货交易，已经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

从保护民事诉讼各方参与人诉讼权利角度出发，

对于其所借款项不能径行认定用于家庭生活，进

而认定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符合当下处理涉夫

妻共同债务纠纷的现实境况，主要理由有三： 

首先，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采

用“目的论”，即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婚姻

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

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条文内容看，夫妻共同

债务应限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并由夫

妻双方共同偿还；非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该条的立法精神力求反映

婚姻的本质，更符合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有利于

保护未受益一方的合法权益。 

其次，夫妻之间享有家事代理权，超出代理范

围的债务不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家事代理范

围内，一方对外举债视为夫妻共同负债，超出范

围的，则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判断是否超

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范围，应从婚姻法立法本义

分析。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夫妻双

方意思表示一致，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

为夫妻共享，均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是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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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

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这一规定明确了夫妻

共同债务“共债共签”的原则，而且规定非举债

一方仅对事后追认、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等情况承

担债务。民法典坚持了“共债共签”原则，将原

本散乱或不明确的内容进行了整合，使得未来司

法审判中的法律适用更为准确和直接。 

最后，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更

侧重于债务是否用于家庭生活。最高人民法院民

一庭在给江苏省高级法院《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

答复》中指出：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

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

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

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应当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

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

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

据此，婚姻法不仅应强调夫妻共同体的意义，更

应关注夫妻一方作为独立自然人的个体价值。如

果一味强调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忽略了非举债

配偶一方的利益，在债权人与非举债配偶一方之

间缺乏利益平衡机制，将有违民法的公平、平等

原则。 

处理结果：检察机关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

误为由向法院提出抗诉。经再审，法院认定共 28

万元为夫妻共同债务，丁某须与孙某承担连带责

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弟弟卖掉残疾哥哥的“保命房”之后……｜今晚九点半 

2022-07-09   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s://mp.weixin.qq.com/s/yfVS8rnUVwOJSTZzRlLlJw  

母亲临终时将智力残疾的大儿子，托付给二

儿子照顾。14 年后，作为哥哥的监护人，弟弟将

母亲留给哥哥的房子变卖，致使哥哥面临生活困

境。检察官依法能动履职，支持残疾哥哥向法院

提起诉讼…… 

 “希望检察机关大力推广，深化指导性案例

的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对每一起案件，

都能像办理这起案件一样，做到司法为民，解决

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近日，多名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对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于 2020 年办理的

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支持起诉案给予充分肯定。

因在监督履职中始终秉承司法为民情怀，实现了

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该案

分别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天津市委政法委评为指

导性案例（第三十一批）和“示范优案”。 

母亲离世 

委托弟弟当残疾哥哥的监护人 

“清官难断家务事，可是我们家这档子事就

亏得有检察官的帮助，才让我这个智力残疾的弟

弟讨回了公道、追回了‘保命钱’。”案结事了

有一段时间了，李娟还是逢人就感慨。 

李娟家的这档事说来话长，涉及姐弟三人。李

娟有两个弟弟。大弟李强，三级智力残疾且没有

子女；二弟李刚，是李强的法定监护人，照顾李强

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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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先天智力残疾，出生后不能像普通人一

样正常生活。姐弟三人的母亲在世时，每当提起

此事，总是黯然神伤。2003年，母亲感觉自己时

日无多，便找来二儿子李刚，将大儿子李强托付

给他：“等我走了之后，哥哥就交给你了。家里的

房子也留给你哥，总要给他个睡觉的地方呀！”

李刚点头答应：“放心吧，哥哥就交给我吧！”于

是，母亲立下公证遗嘱：待本人去世后，本人名下

的一套房产归大儿子李强所有，并由二儿子李刚

作为李强的法定监护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母亲离世后，按照她生前的安排，李刚照料哥

哥的衣食起居，加之姐姐和周围邻居的热心帮忙，

李家兄弟平静地生活了 14年。 

弟弟患病 

将属于哥哥的房产变卖 

2017年，李家风波涌起，原本和谐的亲情关

系变了味。 

李刚一直肝脏不好，2017年，病情突然加重，

治疗费用大增，钱不够花了。于是，李刚对哥哥名

下那套房产打起了主意，把母亲当年的嘱托抛在

了脑后。 

最终，李刚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把本属于哥

哥的房子卖掉了。房子被卖后，李强没地方住，李

刚就把他送去养老院，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这

14 年里供他吃、供他喝，够可以了。我现在看病

要用钱，卖房钱就算补偿给我的‘辛苦费’了。” 

2018年底，李刚住院治疗。为了保住卖房子

的钱，李刚以假离婚的方式将其个人财产全部转

移给了妻子。不久，李刚就去世了。 

此时，姐姐李娟作为李强唯一的近亲属，担负

起了照顾李强的责任。这时，李娟才知道李强那

套“保命房”已被李刚卖掉了，卖房款也落到了

李刚手里。看着养老院寄给她的高额催款单，李

娟犯了难。李娟知道，凭借自家的经济能力，根本

无力承受李强在养老院的费用。她找到了李刚的

妻子，提出卖房款的归属问题。一次次的上门，换

来的只是一次次的争吵，李刚的妻子和女儿以各

种理由推脱，最终只给了李娟 20 万元。 

无奈之下，李娟决定去法院起诉李刚的妻子，

同时想把自己变更为李强的法定监护人。然而，

李娟对李刚卖房的时间、卖房款、交易对象一无

所知，拿不出任何证据，也无法提出具体的诉讼

请求，法院因此未受理立案。 

检察官进社区“出诊” 

烦心的家务事出现转机 

愁眉不展的李娟常去社区党群中心诉说此事。

2020年春节前的一天，恰逢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

检察官到李娟家所在的社区开展法治宣传，李娟

便向检察官讲述了自己的烦心事。 

“检察官明确告诉我，即便是‘家事’，检察

院有民事检察职能，也会管的，还打电话帮我联

系安排到检察院正式申诉的时间，我当即就赶了

过去。”李娟说。 

在河西区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大厅，

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第五检察部检察官接待了李

娟。面对检察官递过来的热水，李娟都没顾上喝

一口，就急切地讲了起来。 

“李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弱势群

体，属于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对象，他的财产权

如果受到监护人侵害，检察机关可以依申请支持

其起诉。”检察官李莉听完李娟的讲述后说。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保命钱”追回来了 

眼看就要过年了，为了让李娟姐弟安心过好

年，办案检察官分头行动，争分夺秒。他们到不动

产登记中心调查房产权属信息，搞清楚“当时房

子是谁卖的、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等关键信

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信息查询非常顺利，房

子出售的来龙去脉一目了然。信息查清楚了，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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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院立案最关键的问题就解决了。检察官一边

与法院立案庭联系，一边制作《支持起诉意见书》，

争取尽早立案。 

“我们了解到李娟家境窘困，没有条件请律

师，为了让诉讼顺利进行，我们赶紧与区司法局

法律援助中心取得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加急为李

强确定了对口业务的法律援助律师。”李莉说。 

从调查取证、制发文书，到协助聘请律师、

与法院沟通会商，整个办案过程，检察官加班加

点，只用了两天时间，抢在大年三十这天办结了

检察环节的所有工作。 

成功立案后，检察官持续关注案件进展和李

强的生活状况。当得知法院已将 109 万元赔偿款

执行完毕的消息时，检察官也接到了李娟打来的

电话：“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我弟弟的生

活终于有保障了。” 

谁当了我 10 年的丈夫？女子登记领证，却发现自己“被结婚”！ 

2022-07-10  中国妇女报  李青 

https://mp.weixin.qq.com/s/tSsAjc4rRKMA4B1CXeUL_Q  

“结婚登记当天，发现自己意外多了一个丈

夫，谁当了我 10年的丈夫？”成为阿某心中的疑

问。 

近日，新疆阿克陶县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民

政部门撤销冒名顶替婚姻登记案，并成功化解错

误婚姻登记背后的行政争议，申请监督人得以如

期举行了婚礼。 

 申请监督人阿某向阿克陶县人民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检察官表达谢意时说：“谢谢你们尽心

尽力的帮助，困扰我的冒名婚姻登记问题可算是

得到解决了！现在我可以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

太感谢你们了！” 

女子领证发现“被结婚” 

事情还要从 2022 年的 5 月 20 日说起，阿某

与男友特意挑选在这个“520”特殊的日子前往

阿克陶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可到

了婚姻登记机关却发现阿某于 2012年 5月 7日与

一名男子已经登记结婚，遂拒绝为阿某办理结婚

登记。 

听到这个消息，阿某一脸错愕，自己明明是第

一次结婚，怎么会有婚姻登记史？而且自己“被

登记”结婚的男子根本不认识。 

男友更是一头雾水，两人感情极好，他坚信阿

某不可能背着自己与他人结婚。 

莫名被扣上“已婚”的帽子，阿某和男友既气

愤又委屈，一时又觉得束手无策。 

申请检察监督撤销冒名婚姻登记 

婚礼在即，领不到结婚证，他们的婚礼也无法

继续筹备下去，阿某陷入无尽的烦恼中，她选择

了多渠道维权。 

向县民政局申请撤销两次“被婚姻”登记记

录，却以无权限为由被拒绝撤销。向阿克陶县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冒名的婚姻登

记，却因不在受理范围而被拒绝受理。无奈之下，

阿某和男友向阿克陶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民政

部门对错误婚姻登记予以撤销。 

收到监督申请后，承办检察官及时前往县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和阿某户籍所在地村委会调查核

实案件当事人的婚姻登记信息和原始登记材料，

并依法询问了当时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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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证实案件当事人系被冒用身份信息进行了婚

姻登记，与其本人真实婚姻情况不符。 

鉴于此，阿克陶县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妥善处理

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

题的指导意见》中有关规定并基于已查明的事实

向民政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书》，建议撤销该婚

姻登记记录。 

收到《检察建议书》后，近日，该县民政局作

出撤销婚姻登记决定书，撤销了阿某 2012年的结

婚登记记录。 

相关链接： 

人民检察院办理当事人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

假婚姻登记类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依法开展

调查核实，认为人民法院生效行政裁判确有错误

的，应当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可以根据案件

实际情况，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发现

相关个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线索、监督

立案查处。 

人民检察院根据调查核实认定情况、监督情

况，认为婚姻登记存在错误应当撤销的，应当及

时向民政部门发送检察建议书。 

民政部门收到公安、司法等部门出具的事实

认定相关证明、情况说明、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

书等证据材料，应当对相关情况进行审核，符合

条件的及时撤销相关婚姻登记。 

民政部门决定撤销或者更正婚姻登记的，应

当将撤销或者更正婚姻登记决定书于作出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送达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同时抄

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

给小宝找到最合适的监护人 

2022-07-11  法制新闻  覃觅 宋俏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711/20220711_004/content_20220711_004_2.htm#page3?operate=true  

本报讯（通讯员覃觅 宋俏）母亲患病无监护

能力，父亲又因车祸去世，男孩无人依靠，陷入困

境。近日，湖北省秭归县检察院办理了一起确认

监护权支持起诉案，给了男孩一个温暖的家。 

多年前，小宝的父亲外出务工时，发现一名流

浪女子，于是将其带回老家共同生活，后来有了

小宝。2018年，小宝的母亲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

症，被送到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母亲常年患病，

父亲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小宝一家靠低保维持

生活，日子拮据而艰难。 

然而，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2021年末，小宝的父亲被一辆货车撞倒，经抢救

无效死亡。父亲骤然离世，母亲无监护能力，又没

有兄弟姐妹和其他近亲属，小宝无人可以依靠，

生活陷入困境。 

“我们在审查案件过程中，了解到小宝家庭

的大致情况，发现他可能面临无人照料、无人抚

养的境况。而且该案还涉及小宝父亲因交通事故

死亡获得的赔偿款如何使用的问题，于是我们迅

速将该线索移送未检办案组。”秭归县检察院民

事检察部门检察官介绍说。 

该院未检办案组迅速与民事检察部门组成联

合办案组，第一时间前往小宝所在村委会及其母

亲所在精神病院展开线索初查。经查，自小宝父

亲出事后，小宝就由村委会村干部轮流照看，但

村干部工作繁忙，经常无暇顾及小宝。该院迅速

启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机制，主动联系民政

部门、小宝家所在村委会等单位，商讨小宝的监

护问题。多方经过协作配合，最终决定由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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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将小宝送到福利院生活，小宝暂时有了一个安

身之所。 

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该福利院并非抚养少

年儿童的专门机构，只能作为临时照顾场所。“我

们必须尽快落实监护权问题，以保证小宝以后顺

利升学和得到其他合适家庭收养，回归正常家庭

生活。”承办检察官说。随后，检察官专程到学校

看望小宝，充分征求其关于监护权的意见。 

随后，承办检察官多次到法院沟通，共同商讨

司法程序，研究法律适用。经协商，由小宝所在村

委会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起确认监护权民事诉讼，

确定村委会为监护人，检察机关负责收集证据、

指导村委会提起诉讼并出庭支持起诉。 

秭归县法院经开庭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支持

起诉意见，指定村委会担任小宝的监护人。小宝

父亲获得的赔偿款，先由村委会代为保管，等小

宝长大成人后再交由其自行支配。 

伪造身份证骗取结婚证 

2022-07-12   法制新闻  范跃红 周亦男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712/20220712_004/content_20220712_004_2.htm#page3?operate=true  

本报讯（记者范跃红 通讯员周亦男）“有了

协作机制，以后类似的离婚问题就好解决了！”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对该区检察

院检察官说。近日，莲都区检察院化解一起伪造

身份信息办理婚姻登记行政争议案后，联合民政

局出台了《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

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协作意见》。 

2017年 7月，张小花得知在江苏省昆山市打

工的丈夫陈大胜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这才获悉

自己的枕边人竟是个抢劫犯，陈大胜也不是他的

真名字。 

原来，陈大胜真名为王阿山，初中毕业后不务

正业，逐渐走上歪路。1994年 5月，他伙同季某

等 4 人多次在青田县温溪镇持械拦车抢劫。其中

两人被永嘉县公安局抓获后，王阿山等人逃走，

被公安机关网上追逃。 

2001年，王阿山伪造了一张身份证，化名陈

大胜，与张小花在民政局申领了结婚证。2002年

初，张小花娘家人要求王阿山入赘，王阿山再次

托人伪造了户口迁移所需的材料。由于当时网络

不发达，异地之间人员户籍信息并未互通，王阿

山凭借虚假材料成功办理了户口迁移，使陈大胜

这个虚假身份有了真实户口。 

这一切，张小花都被蒙在鼓里。直到 2017年，

王阿山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 年 2月，王阿

山因犯抢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张小

花得知内情后，对王阿山的欺骗深感愤怒，决定

解除婚姻关系。2021年 12月，张小花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民政局撤销结婚登记。 

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该案已经超过 5 年的

法定起诉期限，于是根据与莲都区检察院签订的

《关于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实施

意见》，将相关案情告知检察机关。莲都区检察院

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后，通过阅卷、调阅档案、询问

当事人等方式，确认王阿山使用虚假个人身份信

息资料进行婚姻登记，导致涉案婚姻登记与事实

不符，应当予以撤销。 

随后，该院多次与法院、民政局及张小花本人

协商，最终达成共识。今年 2月 22日，该院向莲

都区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撤销张小花与王

阿山的婚姻登记，莲都区民政局于 3月 21日撤销

了该婚姻登记，张小花撤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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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虽然已经办结，但检察官发现，以冒名顶

替或弄虚作假方式办理婚姻登记的问题并非个例。

因民政部门不能自行撤销婚姻登记、婚姻登记时

间久远等因素，当事人在起诉撤销婚姻登记过程

中或要面临超过最长起诉期限、程序空转、起诉

后解决进展较慢等问题。为此，该院与区民政局

经多次协商，于 6月 22日联合出台《关于妥善处

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

问题的协作意见》，建立了案件线索移送、信息共

享、联席会议、普法宣传等协作机制，明确民政部

门发现以冒名顶替或弄虚作假方式办理婚姻登记

的，应及时将线索移送检察机关并配合后续调查。 

莫名其妙“被结婚”，还上了征信“黑名单”，怎么办？｜今晚九点半 

2022-07-11  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s://mp.weixin.qq.com/s/qpBKNg6bxQGqFsLOKWxw-w 

从未欠钱的她竟然上了征信“黑名单”，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才发现自己还莫名其妙

“被结婚”了…… 

“多亏检察机关的监督，还了我清白，也让罪

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近日，因莫名其妙“被

结婚”而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朱女士专程来到湖

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检察院，向办案检察官表示感

谢。 

出行受限 

方知上了“黑名单” 

这事还要从 8年前说起。2014 年，朱女士应

聘至曹某的公司负责会计工作，直至 2015 年 10

月离职。 

“2018 年初，我的支付宝信用分从 700多分

掉到了 500 多分，接着就发现自己购买不了高铁

车票。通过查询，我发现自己已被列入限制高消

费的‘黑名单’，后来，在专业平台上搜索自己

的身份证号，查到自己竟然还是一起民事诉讼案

件的被告。”朱女士十分诧异，“我从来没有欠

钱不还，怎么会成了被告，还上了征信‘黑名

单’？” 

2020年，朱女士咨询律师后，通过在中国裁

判文书网上查询，才了解到事情原委：2014 年 5

月，曹某以购车为由，向某银行湘潭分行申办了

一张授信额度为 40 万元的购车专项分期信用卡，

并提供了虚假的购车合同、结婚证、房产证等证

明材料。 

然而，曹某领卡后将 40 万元额度全部套现，

并未用于购车。同年 6 月，曹某又向银行申办了

一张授信额度为 10 万元的信用卡。至 2015 年 6

月，曹某拖欠透支款近 44万元，后改变联系方式

并逃匿。 

朱女士回忆，2014年入职曹某公司时，她曾

向曹某提供过自己的身份证原件，是不是曹某那

时用她的身份证办理了假结婚证呢？从天而降的

债务让朱女士既愤怒又无奈：“我从来没有跟曹

某恋爱过，也没见过结婚证，更没有参与他的信

用卡套现，我是被冤枉的。”2021年 7月，朱女

士在多次与曹某协商无果后，向雨湖区检察院提

出了监督申请，希望检察机关能够依法监督启动

再审来纠正这个案子，还自己一个清白。 

调查核实 

确认结婚证系伪造 

收到案件线索和材料后，承办检察官立即通

过阅卷锁定该案的焦点：曹某向某银行湘潭分行

申办信用卡提供的结婚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

判断朱女士是否需要偿还债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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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核实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不

是伪造，检察官向涉案结婚证字号归属地绥宁县

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进行调查核实，查明该字号

实际登记对象并非朱女士与曹某。同时，根据桃

源县民政局出具的婚姻登记信息显示，朱女士以

未婚身份于 2018 年 2 月 6 日与刘先生登记结婚。 

同时，办案检察官通过向某银行湘潭分行经

办曹某信用卡的工作人员了解得知，银行在办理

相关手续时并未审核曹某提供的结婚证原件，只

是将复印件存档。 

2021 年 7 月 26 日，雨湖区检察院以此前判

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原审被告曹某可

能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书。 

同年 9月 25日，法院再审此案，并于当天下

发了民事裁定书：撤销此案原民事判决书；驳回

原审原告某银行湘潭分行的起诉。 

刑民合力 

造假者被追究刑责 

在还了朱女士“清白”、为她摘掉失信被执

行人的“帽子”后，承办检察官敏锐地发现曹某

还涉嫌刑事犯罪，却尚未被追究刑责，遂将线索

移送至公安机关侦办，并同步移送至本院刑事检

察部门。 

雨湖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依法提前

介入，通过召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联席

会议，向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了解案情，并列出补

证提纲引导后续的侦查取证工作，针对侦查阶段

中证据存在的薄弱环节积极引导侦查，有效提高

了案件办理质效，切实增强了指控效果。 

今年 4月 27日，雨湖区检察院以曹某涉嫌骗

取贷款罪、信用卡诈骗罪向雨湖区法院提起公诉。

5月 11日，雨湖区法院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曹某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3 万元；责令曹某退赔

被害单位某银行湘潭分行经济损失 38万余元。

这场“冒名”婚姻居然是她自导自演的 

2022-07-25  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s://mp.weixin.qq.com/s/T1jS7xaczGdIqUN4s5A63A  

日前，在湖北省利川市检察院的监督下，民政

部门撤销了周强（化名）和王西（化名）弄虚作假

的婚姻登记。 

2005年，利川市的王西用“王茜”之名与周

强结婚。2015年，王西因与丈夫周强感情不和想

要离婚，周强并不想离婚，王西谎称结婚登记时

是冒用同村村民“王茜”的身份信息登记，以民

政部门未尽到严格审查的义务为由，将该市民政

局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王茜”与周强的结婚登

记。法院审查认为，结婚登记的人是“王茜”与

周强，所以王西与周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夫

妻”，与民政部门作出的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

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

最终裁定驳回起诉。 

今年 2月 21日，利川市检察院在开展专项活

动时发现此线索。检察官调阅了该案婚姻登记档

案和相关当事人户籍信息，结果发现王西和“王

茜”的户籍照片极为相似。为此，检察官实地走

访了当地村委会、王西的亲属、周强本人及时任

村干部调查核实。原来，1988 年出生的王西在

2005 年时还未满 17 岁，为了与周强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她想到了一人分饰两角：先是由周强委

托所属村委会出具了“王茜，1983 年出生”的虚

假证明材料，在骗领了居民身份证后，王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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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照片和 1983 年出生的王茜的身份信息与周强

顺利登记结婚。然而，王西与“王茜”其实是同

一人。 

同时，王西起诉离婚时，周强并不想离婚，但

没想到此后王西离家出走，7年不归家。如今，周

强想离婚找不到人，想结婚又办不了手续。 

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利川市检察院决定

对本案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该院于 3

月 25 日向该市民政局发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检

察建议，督促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同时，该院向

该市公安局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

关注销本案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的居民身份证，

加强户籍管理。 

4月 28日，利川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后依法注

销了“王茜”的户籍信息，并开展对骗领身份证

行为的专项清理整顿。近日，该市民政局撤销“王

茜”与周强的婚姻登记。 

离婚诉求被驳回，支持家暴受害人起诉 

2022-07-27   民生周刊·视线 刘立新 徐广宇 杨晨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727/20220727_006/content_20220727_006_1.htm#page5?operate=true  

“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我已摆脱噩梦，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离婚后有什么打算？” 

“我会带着女儿好好生活。” 

…… 

这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主任张艳华近日与一起离婚纠纷支持起诉案件当

事人胡某的一段通话记录。案件已经办结，检察

官却一直牵挂着胡某。 

2015年，胡某与朱某登记结婚，先后生育一

儿一女。两人常因家庭琐事吵架。2021 年 9 月，

因朱某无故殴打胡某，胡某起诉要求离婚。淮阳

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

夫妻关系不睦，但夫妻感情尚未破裂；胡某未能

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朱某的行为已达到婚姻法规定

的“家庭暴力”并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程度。

考虑到双方育有两个子女，且尚未成年，父母离

婚会对孩子成长产生不利影响，为顾及双方子女

利益、家庭关系稳定和社会和谐，法院判决不准

胡某与朱某离婚。胡某顾念离婚会影响到两个孩

子，因此没有提起上诉。 

一审判决生效后，胡某与朱某继续分居。朱某

仍时常殴打、恐吓胡某，导致胡某无法正常生活，

夫妻关系更加恶化。 

今年 6 月，胡某在淮阳区检察院的“民事支

持起诉专项活动”宣传中，了解到自己可以通过

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的方式维权，就抱着一

线希望来到淮阳区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并向该

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哭诉了自己的遭遇。 

检察官通过询问胡某，查阅胡某提供的报案

材料、医院病例、派出所出警记录、公安局行政拘

留书、伤情照片、证人证言等，查明了朱某对胡某

多次实施殴打并造成胡某多处受伤、曾被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 10日的事实，发现朱某还对胡某实施

恐吓，致使胡某不敢再提起离婚诉讼。 

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检察官对胡某进行细

致的心理疏导，阐明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引导她走出心理阴影，鼓励她勇敢地向家庭

暴力说不，并协助她申请法律援助。淮阳区检察

院认为，胡某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系家暴受害妇

女，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保护。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之规定，该院决定支持胡某向法院起诉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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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 日，胡某再次向淮阳区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淮阳区检察院同日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

见书。 

支持起诉后，办案检察官积极主动联系法院，

密切关注案件审理情况，分析研判案件走势，及

时掌握裁判或调解结果。7月 5 日上午，法院开庭

审理此案。庭前，检察官与法官进行充分沟通。对

于检察机关提供的胡某受伤照片、医院病例、胡

某的报警记录、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法院

认为均系书证，有较高的证明力。结合多重证据，

法院最终认定双方感情彻底破裂。因朱某在外地

无法赶到现场，办案法官采取网络开庭方式对本

案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当事人同意离婚，并就

子女抚养、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孩子

一人抚养一个，互不承担抚养费；共同财产房屋

一套归胡某所有，胡某支付给朱某 15万元购房补

偿款。当日，淮阳区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解开姐妹俩的婚姻登记乱麻 

2022-07-26    检察新闻 查洪南 周金花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726/20220726_002/content_20220726_002_9.htm#page1?operate=true  

本报讯（记者查洪南 通讯员周金花）结婚登

记信息错误让年近六旬的李某一直头疼不已。日

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检察院检察官接到线

索后依法能动履职，通过检察建议帮助她撤销了

错误的婚姻登记。 

原来，李某有一个妹妹李某甲。1986年 1月，

李某甲打算与男友结婚，因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

两姐妹便互换身份信息，李某甲使用姐姐的身份

信息顺利完成了结婚登记。两年后，李某结婚时

使用了妹妹李某甲的身份信息登记结婚。1990年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李某甲将自己的身份信

息更正为真实信息，李某却仅更正了姓名，出生

日期仍是妹妹的，这导致同一个身份证号对应了

姐妹两个人，她的婚姻登记信息无法修改。 

李某多次反映相关情况后，青白江区检察院

获知了该线索，遂进行调查。 

为解决李某的身份信息问题，青白江区检察

院多次前往区公安分局、民政局沟通协调，并调

取了李某姐妹俩的户籍信息、常住人口登记表等

证据，以印证李某的真实出生日期以及两姐妹存

在互换身份信息的事实。之后，该院向区公安分

局、民政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纠正错误的婚姻

登记信息。 

目前，区公安分局为李某办理了新的身份证，

区民政局撤销了李某、李某甲的婚姻记录，为两

姐妹重新进行了婚姻登记。 

这场“冒名”婚姻居然是她自导自演的 

2022-07-25  法治新闻 蒋长顺 牟丹 唐美蓉 

https://szb.jcrb.com/mobile/2022/20220725/20220725_004/content_20220725_004_2.htm#page3?operate=true  

本报讯（记者蒋长顺 通讯员牟丹 唐美蓉）

日前，在湖北省利川市检察院的监督下，民政部

门撤销了周强（化名）和王西（化名）弄虚作假的

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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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利川市的王西用“王茜”之名与周

强结婚。2015年，王西因与丈夫周强感情不和想

要离婚，周强并不想离婚，王西谎称结婚登记时

是冒用同村村民“王茜”的身份信息登记，以民

政部门未尽到严格审查的义务为由，将该市民政

局诉至法院，请求撤销“王茜”与周强的结婚登

记。法院审查认为，结婚登记的人是“王茜”与

周强，所以王西与周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夫

妻”，与民政部门作出的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

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

最终裁定驳回起诉。 

今年 2月 21日，利川市检察院在开展专项活

动时发现此线索。检察官调阅了该案婚姻登记档

案和相关当事人户籍信息，结果发现王西和“王

茜”的户籍照片极为相似。为此，检察官实地走

访了当地村委会、王西的亲属、周强本人及时任

村干部调查核实。原来，1988 年出生的王西在

2005 年时还未满 17 岁，为了与周强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她想到了一人分饰两角：先是由周强委

托所属村委会出具了“王茜，1983 年出生”的虚

假证明材料，在骗领了居民身份证后，王西用本

人照片和 1983 年出生的王茜的身份信息与周强

顺利登记结婚。然而，王西与“王茜”其实是同

一人。 

同时，王西起诉离婚时，周强并不想离婚，但

没想到此后王西离家出走，7年不归家。如今，周

强想离婚找不到人，想结婚又办不了手续。 

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利川市检察院决定

对本案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该院于 3

月 25 日向该市民政局发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检

察建议，督促撤销错误的婚姻登记。同时，该院向

该市公安局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

关注销本案使用虚假证明材料骗领的居民身份证，

加强户籍管理。 

4月 28日，利川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后依法注

销了“王茜”的户籍信息，并开展对骗领身份证

行为的专项清理整顿。近日，该市民政局撤销“王

茜”与周强的婚姻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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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证专题 

公证与财富传承——以自然人遗嘱信托的继承权办理实务为视角 

2022-06-28   长安公证 李青 

https://mp.weixin.qq.com/s/R30eeVDByBnfZhIdxMMvFA  

随着时代的发展，财富传承逐渐从高高在上

走进普通人家，越来越多的人群有了财富传承需

求。公证机构在办理涉及财富传承的家事类业务

时，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丰富的经验，这些公证

事项成为人们在私有财产流转领域普遍使用的基

础法律工具。本文以长安公证处财富传承中心受

理的一个具有“遗嘱信托”性质的打印遗嘱的继

承权办理为例，重点介绍自然人遗嘱信托的概念、

有效性评价、法律实践以及对公证参与财富传承

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国

内中高净值人群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对于这些群

体，财富传承的需求与日俱增，如不及时进行财

富传承规划，可能造成第一代辛苦赚钱，第二代

“手足相残”的结局。同时，伴随着老龄化社会

的到来，人们对养老、子女教育和财富传承方面

的需求不断增加，财富传承也不再是有钱人的专

利，而逐步走进了普通人的视野，财富传承涉及

的婚姻风险、债务风险，以及自然人因丧失行为

能力、死亡等各种情况造成的财产变动风险逐渐

引起人们的注意，各类人群对于财富传承的个性

化定制需求也逐渐增加。 

公证制度自诞生伊始，就一直与私人财产的

管理和流转以及相关的家事法律服务密不可分。

遗嘱、继承、财产约定、分割协议等家事类公证事

项一直以来就是公证的传统业务和优势业务，公

证机构在办理这类业务时，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和

丰富的经验，这些公证事项也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人们在私有财产流转领域普遍会使用的基础

法律工具。 

近日，北京市长安公证处财富传承中心受理

了一个遗嘱继承案件。某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A

生前留有打印遗嘱，内容是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股票和其余所有财产全部留给配偶 B 继承。但 B

要将股票未来减持的收益在公司管理层和家庭成

员（包括配偶 B、成年子女甲、未成年子女乙）范

围内进行分配。A还在遗嘱中指定了一名公司高管

C负责高管部分的分配到位。同时，A还在遗嘱中

明确表示，如果配偶 B 和子女甲乙违反其与 C 签

署的委托表决协议，则丧失未来股票减持的收益

权。 

在前期的咨询对接阶段，公司委托的律师提

出，家庭成员和公司管理层没有任何异议，就想

在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将股票尽快转移登记

至配偶 B 名下，便于公司的债务处理和日常管理

运营。然而一些公证处认为这份遗嘱将财产全部

留给配偶继承，而子女中有未成年人，这违反了

遗嘱“必留份”规定，不能受理，一些认为遗嘱

的内容过于复杂，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办理起来

也有顾虑。这个案例的办理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

综合运用公证手段，实现家庭财富稳定、有序、和

谐传承的一些思考。 

一、自然人遗嘱信托的概念 

遗嘱信托是委托人（立遗嘱人）通过订立遗

嘱，明确表示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在其去世后

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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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

理或者处分的行为。遗嘱信托是民法典中继承制

度与信托法中信托制度的结合，具有财产管理、

执行遗嘱、遗产保值增值、减少遗产纠纷等多种

功能。遗嘱信托不同于传统的遗嘱明确指定遗产

分配给谁，而是以通过遗嘱来设定具体的信托为

根本目的。具体来说，遗嘱内容会包括，明确的信

托目的、受托人、信托财产的范围、确认受益人的

范围、个性化可实现的信托规则。遗嘱信托是由

立遗嘱人在生存时设立，在立遗嘱人死亡后才产

生效力的，所以也叫死后信托，这让遗嘱信托与

继承领域密不可分，也让其与公证处产生了紧密

联系。 

二、遗嘱信托有效性的评价 

遗嘱信托可以简单理解为“用遗嘱方式设立

信托”，因此遗嘱有效是信托关系成立的前提。

所以，评价遗嘱信托是否成立和生效，也应该分

为遗嘱阶段和信托阶段两个部分，而只有遗嘱、

信托两部分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时候，遗嘱信

托才能生效。从遗嘱的评价上来说，立遗嘱人是

否具备行为能力、相关人员（如见证人、代书人）

身份及行为能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遗嘱形式是

否合乎法律规定、处分的财产是否合法、遗嘱的

相关执行问题能否在实践中具有可行性等等方面，

都可能出现问题或瑕疵，导致遗嘱全部或者部分

无效。评价遗嘱的成立、生效、可执行是公证处常

年从事的工作，主要的评价依据是《民法典》继承

编。 

对于信托的法律评价不能脱离遗嘱，而应以

遗嘱有效作为对后续信托进行评判的前置条件。

在遗嘱有效的前提下，再依据《信托法》对信托成

立和有效进行判定。依据《信托法》，遗嘱信托的

成立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项条件是遗嘱

被评价为有效且可执行。第二项条件是受托人明

确并接受信托。即依据《信托法》第 8 条的规定，

采取遗嘱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

信托成立。所以，如遗嘱有效且受托人接受信托，

则信托成立。在成立之后，依据《信托法》第 11

条的规定，评价信托关系是否有效还需要满足下

列条件：信托目的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信托财产确定且系

合法财产；受益人范围确定等。至此，遗嘱信托生

效，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的信托关系正式

建立，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得以保障，信托得以开

始运作。 

三、自然人遗嘱信托的法律实践 

2017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李某

1、钦某某等遗嘱纠纷案。静安区法院经审理查明，

委托人李某 4 指定妻子钦某某和李某 5、李某 6、

李某 7 作为受托人，共同负责管理其财产。两审

法院都认为：本案的自书遗嘱符合继承法有关遗

嘱的法律要件，遗嘱的内容符合信托法对遗嘱信

托的要求，虽有部分遗嘱的内容因客观原因不能

执行，但不妨碍在剩余的财产上继续执行。法院

依照《继承法》和《信托法》作出判决，李某 4所

立遗嘱信托有效。这是国内第一次以司法判决的

方式确认了遗嘱信托这一崭新的财富传承方式，

号称我国“遗嘱信托第一案”。在本案中，法院

通过合理解释立遗嘱人之意愿，尽力辨别出符合

立遗嘱人“真意”的法律形式，帮助其个性化的

财富传承意愿得以实现。 

回到本文开头的遗嘱继承案例中，长安公证

处财富传承中心在拿到遗嘱后，也对该份遗嘱进

行了“解释”。 

首先，公证员询问了这份遗嘱的见证人——

两名律师，通过律师了解了当时设立遗嘱的前因

后果，立遗嘱人的精神情况、行为能力，是否有其

他人在场，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通过律师

提交的现场录像和遗嘱原件以及律师的询问笔录，

确认了立遗嘱人具备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该遗

嘱系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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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遗嘱的形式上，根据《民法典》第

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

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

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 1140条规定，下

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

能力的人；（二）继承人、受遗赠人；（三）与继

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经询问律师、家

庭成员、公司管理层有关人员，均确认见证人具

备见证能力，不存在不能担任见证人的情形，同

时确认该份打印遗嘱形式合法。 

第三，在遗嘱的具体内容上，其以书面形式载

明了希望家庭和睦、财富传承、有利于公司经营

管理的目的，我们可以认定为具有明确、合法的

信托目的，属于私益信托；有明确的委托人（立遗

嘱人）、受托人（配偶），且规定了受托人管理、

处分、运用信托财产的方式；受益人范围明确（即

配偶、子女、公司管理层）且受益人权利和义务明

确；财产的范围、种类及状况清晰，遗嘱中明确指

出，处分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立遗嘱人个

人所有的份额，财产包括股权为主的名下所有财

产，来源合法且无权利瑕疵；受益人取得信托利

益的形式、方法也是具体的，比如减持价格、份额、

减持后收益分配的先后顺序、分配比例。综合以

上内容，即使遗嘱中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信托”

二字，我们也有理由通过书面证据材料，询问有

关人员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来确定立遗嘱人的

真实意愿——遗嘱信托。 

第四，关于“必留份”的问题。确认了这是一

份遗嘱信托，而不是一份简单的遗嘱，我们再回

看遗嘱的内容，不难发现，虽然遗嘱表达的是，将

所有财产留给配偶继承，但其真正的意思是将财

产，主要是股票过户到配偶名下，由配偶来管理，

并在未来减持的收益中充分考虑了未成年子女的

减持收益份额。遗嘱是否符合“必留份”规定，

不应简单地看立遗嘱人把财产留给了谁，尤其在

遗嘱信托中，更应综合审查遗嘱是否对缺乏劳动

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作出了妥善的安排。

在本案例中，未成年子女是在受益人范围中的，

也有明确的收益比例，应该认为是符合“必留份”

规定的。 

第五，关于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的确认。

在遗嘱中，A 指定了一名高管 C 负责未来减持后

的收益在高管范围内分配到位，在家庭范围内却

并没有明确的执行安排。经过询问家庭成员，并

与公司高管层部分代表交谈了解，高管 C 不仅是

立遗嘱人的合作伙伴，也是多年的朋友，公司管

理层非常认可 C。而家庭成员包括配偶 B 和成年

子女甲，都对 C十分信赖。C实际上是立遗嘱人 A

通过遗嘱指定的执行人，但其仅仅负责高管部分

的执行。在公证员单独谈话中，配偶 B 和成年子

女甲也表达了希望 C 能够担任遗嘱执行人的想法。

根据《民法典》第 114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

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

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考虑到遗嘱本身

的安排不够详尽，如对债务承担，何时减持，减持

期限、家庭范围内的执行等不够明确，同时因受

益人中有未成年人，其分配到位的问题，也需要

有人监管，经过中心公证员建议并经 C 同意，由

继承人通过协议方式推选高管 C 作为遗产管理人

并在协议中明确了 C 的职责。同时，考虑到遗嘱

中明确指出，B 和子女甲乙都不得违反与 C 之间

签订的表决权协议，否则会导致其不能受益。如

果仅仅有 C 担任遗产管理人，那么其也可能存在

权力过大，损害受益人利益的行为。因此，继承人

在推选 C 作为遗产管理人的同时，推选了公证处

财富传承中心指派的公证员担任了监督人，对该

遗嘱信托的履行过程中，各方的行为进行监督，

切实保护受益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利益。在明

确各方身份和权利义务后，公证处作为监督人，

召集各方对于遗嘱执行的细节如债务确认和分担、

受托人承诺、信托调整程序等问题达成了《有关

遗嘱的执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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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针对配偶 B 提出的，部分财产，比如

个别车辆，不打算过户到自己名下，想直接分配

给子女的想法，公证员认为这部分也未在遗嘱中

作出信托性质的安排，只是表述“其余所有财产

全部留给配偶 B 继承”。因此建议其可以就上述

财产放弃遗嘱继承，按照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割。

最终我们为当事人在遗嘱继承权办理的过程中，

设计了《推选遗产管理人协议书》《有关遗嘱的执

行协议》《遗产分割协议》《赠与协议》等一系列

的法律文件。遗产管理人 C、监督人公证处也通力

合作，完成了立遗嘱人 A 生前债务的核实确认程

序，遗产的清点确认，制作了遗产清单，切实帮助

当事人实现了财富传承，家庭和谐，公司管理平

稳过渡。当事人持长安公证处出具的一系列继承

权及相关协议类公证书，顺利完成了股票过户、

登记、偿还公司债务等事务。 

四、公证处在财富传承领域的作用 

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在信托领域，很多

信托公司在家族财富传承业务中都取得了瞩目的

成绩。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民事信托也在蓬勃

发展。然而对于一些需要以自然人作为受托人的

遗嘱信托来说，立遗嘱人大多数会选择寻求律师

的帮助或者选择公证处。 

有以自然人作为受托人需求的，一般有以下

几种情况：一是部分企业家，虽然其资金量也可

以设立以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信托，但是在设

立的同时，也会考虑企业的传承和经营问题。比

如希望企业的股票仍掌握在自己家族人手里，或

自己有十分信得过的自然人合作伙伴可以托付经

营事务。如果有自己信赖的“受托人”，那么这

部分人愿意选择自然人作为受托人；二是一些特

殊家庭，如父母年事已高，但是家中有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子女，如患

有脑瘫、精神疾病等等，父母担心自己去世后，子

女无法管理财产，因此以自己信赖的近亲属作为

受托人，订立遗嘱信托。此类业务又被称为“特

殊需要信托”，往往需要信托公司、律师事务所

与公证处通力协作，量身定做包括遗嘱信托、意

定监护等在内的全方位法律服务方案；三是一些

突然患病，但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人群。他们会

担心自己过世后，配偶还年轻，可能会再婚，而配

偶作为孩子的唯一监护人，届时无法保障自己未

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希望以自己的兄弟姐妹、

父母等信赖的亲属作为自然人受托人，管理、运

用自己的财产，而不是直接由配偶或父母、子女

继承。上述人群正是公证处在财富传承领域服务

的重点对象。 

设立遗嘱或者遗嘱信托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避免家庭纷争，实现财富传承，而在实践中，仅仅

持有一份遗嘱或者遗嘱信托仅有遗嘱是不能办理

财产（包括房屋、车辆、存款、股票等记名财产）

过户的。如果家庭有矛盾，可能需要持遗嘱或者

遗嘱信托文件向法院申请诉讼调解，获得裁判、

调解文书才能过户，而对于大部分没有家庭矛盾

的人，选择来公证处确认遗嘱或遗嘱信托的效力，

办理继承权公证，再持公证书过户，确实是比较

便捷的途径。公证处也是判断遗嘱是否有效，是

否可执行，是否能实现继承权的最终审查确认机

构之一，如果其事前就介入财富传承的框架设计

之中，可以为遗嘱受益人办理继承公证时节约大

量的时间成本。 

虽然民法典规定了遗嘱可以采取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

公证遗嘱等多种形式，但是对于较为复杂的财富

传承情形来说，在公证处订立遗嘱，公证员除了

能根据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为其起草形式合法

的遗嘱，更会运用“结果导向”的思维，从立遗

嘱人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能否够持这份遗嘱在公

证处顺利办理继承公证的角度出发，为立遗嘱人

提供遗嘱内容规划方面的建议。以本文中的遗嘱

信托继承案例举例来说，如果该份遗嘱在公证处

主导下订立，则在订立之初，公证员就会根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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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人的意思，建议其按照遗嘱信托文件来起草，

在遗嘱中写明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受托人、受

益人身份；因受托人是自然人，还要充分考虑若

出现受托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死亡等情况时该

如何处理；考虑到遗嘱执行和监督问题，可以结

合实际，向立遗嘱人建议引入律师事务所、公证

处等机构作为遗嘱信托的参与人，担任遗嘱执行

人、信托监察人。在信托条款的设计上，也可以更

为详尽，减少执行中的歧义。 

在实践中，公证处还会综合运用意定监护、遗

嘱、遗嘱信托、夫妻财产约定等一系列的公证法

律制度设计，为当事人提供个性化的财富传承、

风险隔离服务。在财富传承领域，公证、律师、信

托、保险、税务筹划等各行各业，都各有所长，应

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求同存异，相互赋能，形成

财富传承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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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证处已办理三宗生前预嘱公证 

2022-07-07   深圳公证  

https://mp.weixin.qq.com/s/RrgZ5rolcoiH--jo4VPZ-w  

2023年 1月 1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将正式施行，深圳公证处已办理 3 宗生前预嘱公

证，通过公证的方式，确保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得

到尊重和执行，并在司法实践中总结有益经验，

保障《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落地实施。 

人生总有许多身不由己的时刻，如临终或不

可治愈的重病末期患者，已处于意识不清晰或昏

迷状态，无法对自己的医疗处置方案发表意见，

是继续靠先进的医疗手段维持生命？亦或是洒脱

地与亲朋好友说再见？现实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难

题。 

医生出于救死扶伤的天职，家属出于孝道亲

情的考虑，难以抉择为病患实施何种医疗措施，

进不进 ICU？插不插管？一方面不舍亲人的离去，

另一方面又不忍亲人遭受巨大的痛苦，随着患者

病情的变化，可能每一步的选择都异常艰难。 

或许有人在身体康健之时就向家人嘱咐过，

如将来出现植物人、重病不治等等状况就不再做

无谓的抢救或医疗措施，那么不妨看看“生前预

嘱”这一制度。 

何为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具有完全行

为能力的人事先订立的，明确其在罹患不可治愈

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可自主决定采取或者不

采取插管、心脏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

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

病的延续性治疗等医疗措施的指示文件。 

公证案例 

一位年逾 80岁的老人 A某曾来到我处办理意

定监护公证，据悉，A某的父母已经离世，他仅有

一段婚姻且没有生育子女，曾收养过一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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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偶后一直未再婚。后来因与养子女关系恶化，

经法院调解后双方解除了收养关系。 

为保障晚年生活得到照料，A某慎重思考后，

与非常信任的朋友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由朋友担

任他的意定监护人。 

 A 某在深圳公证处办理意定监护协议公证

时，还提出希望提前约定有关医疗救助的内容，

不想接受无谓抢救，以减少临终前的痛苦。 

公证员刘剑锋根据 A 某实际情况，为其办理

了生前预嘱公证，A某表示将来不能亲自为自己的

医疗问题做决定时，希望监护人按照本人的愿望

予以尊重和执行。 

 

2022 年 6 月 23 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

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规定： 

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

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

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

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 

（一）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

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

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

意思表示； 

（二）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

员； 

（三）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

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

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

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

间。 

在《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之前，生前

预嘱实际上对医生或监护人等并不具备约束力，

医生需根据自己的专业医学知识，遵守相应的医

疗准则和行为准则等对病患的情况做出判断，以

决定是否实施及实施何种医疗措施，由此带来涉

及医学、法律或伦理道德上的难题和挑战。 

但在民法典时代，作为法律人，我们希冀为

当事人保留自己的真实意愿，以期减少可能出现

的矛盾。如最大程度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提前

设定意定监护人与亲属意见相左时处理方案等，

让医生、家属不再为难，让患者再无牵挂。 

如需办理生前预嘱公证的，请点击“阅读原

文”进行在线咨询。  

寻找遗产处理的突破口——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公证实践 

2022-07-29  长安公证  

https://mp.weixin.qq.com/s/tyx9fE35N_xeQl0mWMSfng 

《民法典》将遗产管理人制度列于继承编中

第四章的“遗产的处理”，将其作为一种遗产处

理制度。本文尝试总结《民法典》前的遗产一般处

理方式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遗产管理人制度

提出的社会因素及法律因素，最后从公证视角对

该制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适用价值及其对非诉

程序方面可能产生的推动作用进行设想与展望。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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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民法典时代的遗产处理方式 

前民法典时代，自然人去世后，其遗产继承通

常有两种途径：如其继承人间对继承意见能够达

成一致，通常通过继承公证，由公证机构通过法

定流程，审核事实后出具继承公证书，使用部门

依据公证书完成财产流转、变更登记手续；如继

承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则需通过法律诉讼

的方式，由法院就相关事实审查后，出具判决书，

继承人使用判决书实现遗产继承的目的。 

依据相关数据统计，近五年来，中国公证部门

平均办理继承公证类事件超过 150 万件，且仍在

逐年增加；相反，中国法院处理争议继承案件在

15 万件左右，且案件的增速在下降。 

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有 “厌讼“的社会

传统；另一方面，诉至法院，无论从实践中当事人

付出时间、精力（证据搜集的专业性、复杂性），

还是从程序中的私密性，对抗性上，都不太适合

家事事件当事人关于简便高效、保障隐私（ “家

丑不外扬”）的需求。 

前《民法典》时代，继承公证书在遗产继承领

域发挥了一定的司法确认文书作用，为相关部门

（如工商、房管、银行等权利登记部门）节省了一

定的信息成本，较为有效的分配了交易风险，实

现了相关人利益保护、继承效率与交易安全的利

益平衡。 

既然前《民法典》时代的公证能够解决大多数

继承的需要，那么增加这个制度又有什么必要呢？

需要看到，实践中受当前继承公证审查方式、手

段的限制，一些情形下，公证无法满足当事人遗

产继承、分配的需要：如当被继承人的遗产形成

于多段婚姻过程中，公证基于自身对风险承担能

力的预判，往往需要当事人提供各段婚姻档案材

料，以便审查其子女情况。在财产权属不清的情

况下，可能要征求相应配偶、子女意见。因时间久

远，相关人员或失联多年、或就其与被继承人是

否形成扶养关系、财产性质定性等无法达成一致。

此种情形下，传统继承公证无法或不宜直接确权。 

此外，当继承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

为能力人的时候，目前视为继承的处理方式，看

似保证了其财产权益，但在继承人无行为能力妥

善管理、处分继承来的财产的情形下，仅依靠监

护人（往往是近亲属）对其切实的保护其实是不

利的（人身与财产管理的混同，容易引发道德风

险）。遗产如涉及公司股权、基金、证券、知识产

权等形式的财产时，监护人的能力及权利的弊端

就更加明显（专业性、稳定性、可归责性）。目前

的继承公证仅仅确认了遗产归属，并未涉及遗产

合理的管理、分配，还不能算有效预防了纠纷，因

为这些环节往往更容易导致诉讼的发生。 

最后，继承公证仅对继承人间达成的意见进

行了证明，此意见在继承人中产生拘束力，但是

面对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时，继承公证的

效力会因缺少相关人员的意思表示和程序而受到

质疑，此种情形下，也容易导致认定结果和遗产

分配的不稳定，容易引发诉讼。 

如何完善、发展公证制度在继承领域的纠纷

预防作用？如何认识、衔接公证程序与诉讼程序

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比较《民法典》出台前后，

诉讼和公证程序中遗产管理人的具体适用，分析、

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突破口。 

二、诉讼程序中的遗产管理人 

（一）《民法典》之前，各地法院在遗产管理

人这一特定名词出现前，为了解决诉讼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了多种尝试和论证。现笔者引用几个

从元典智库检索到的《民法典》出台前两年（2019-

2020）的相关案例以助分析、理解这个角色出台的

应然与必然： 

1.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 01

民终 1172号 

被继承人的母亲和女儿均以书面形式放弃了

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被继承人的妻子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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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答辩和重审答辩中声明放弃了对被继承人的

继承权，且被继承人无任何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

人，其遗产属于无人继承的状态。一审法院认为，

因其妻子对涉案大部分遗产属于占有状态，便于

处理，故认定其为管理人。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虽放弃继承，但对于涉

案部分遗产属于占有状态，一审认定并无不当。

故指定其为遗产管理人，并以遗产管理人身份偿

还债务。 

2.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粤

01 民终 6228号 

上诉人对被继承人享有债权，被继承人去世

后，继承人放弃继承。该案的被上诉人为第一顺

序继承人，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在继承财产范围内

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继承人虽明确表示放弃继

承遗产，但其亦确认遗产尚未分配，遗产分配结

果产生前，暂时仍不能被免除偿还义务。故一审

认为其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能对抗债权人债权

（放弃仅产生继承人间内部效力），在遗产实际

分配后，如继承人确实未继承任何遗产，依法可

以免除其偿还债务的义务。 

3.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1

民终 22453号 

原告对被告享有债权，被继承人去世后，全部

继承人放弃继承。事实上，如继承人按照法定程

序放弃遗产继承（否则可能被认为仅是当事人陈

述，不能起到证据的效力），无须承担清偿借款本

金及利息的责任；但法院指出，若被继承人留有

遗产，而法定继承人能够直接清点的，即使放弃

继承，亦应积极清点遗产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

务，否则债权人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障。 

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 0112民

初 26674号 

原告对被继承人享有债权，被继承人去世后，

继承人放弃继承，但对遗留的房屋实际使用。法

院认为，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继承人依法应当

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但被继承

人死亡后，名下房屋由放弃继承的继承人居住、

使用。故其作为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对遗产状况

熟悉，是适格的代管人，应尽妥善保管义务，及时

对遗产进行清理和清算，并以被继承人的遗产清

偿其生前所欠债务。 

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法院在前《民法典》时代，

引入类似遗产管理人的身份，是其面对“继承人

放弃继承行为是否有效”和“放弃继承的可以对

被继承人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不负清偿责任”

两种价值判断时，反复纠结、权衡与取舍的结果。 

一方面，法院遵循直接、有限继承的原则，承

认继承人有权放弃继承，且在放弃范围内免除偿

还债务的义务；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继承人恶意

逃避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又千方百计（用诸如

“禁反言”“放弃要经法定程序”“占有管理便

利性”“遗产尚未实际分配不得免责”等等理由）

试图将放弃继承、逃避偿债义务的继承人拉回到

责任承担者的角色中，让其承担起遗产梳理、债

务清偿的责任。 

这些案件，让我们看到了法院在平衡继承人

利益、债权人利益、被继承人身后人格利益和社

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努力。也看到了一个中立角色

对这种平衡关系的重要性。 

（二）再来看几个《民法典》时代的法院判

例 

1.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21）津 0105

民特 9号与（2021）津 0105民特监 1号 

被继承人于 2020年 4月死亡，并无其他继承

人，导致其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2021）津

0105民特 9号依据《民法典》第 1145、1146条以

法院指定的方式确定遗产管理人。后异议人提出

申请，请求撤销（2021）津 0105 民特 9号指定天

津市河北区民政局为被继承人遗产管理人的判决。 

法院认为：异议申请人并非被继承人的继承

人（系转继承人的二顺位继承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

在他人就被继承人遗产处理已起争议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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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利于管理和维护遗产，确保各方利益实现角

度，指定天津市河北区民政局为其遗产管理人未

直接排除异议申请人的权利，故异议不成立。 

2.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辽 02

民终 569号（确认身份，义务承担） 

被上诉人系被继承人唯一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被继承人死亡后，被执行人声明放弃继承房产，

导致贷款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上诉人请求法院确认债权，认定被上诉人作

为遗产的管理人，协助上诉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

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二审认为，《贷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

实意思表示，因被继承人死亡而主张案涉合同提

前到期，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法院亦认为，被继承人就涉案房屋提供抵押

担保并已办理抵押登记，在被继承人未按约还款

的情况下，上诉人享有抵押权。因被继承人已经

去世，依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

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

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依据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6条“继承人因放

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

权的行为无效。” 

综上，判令被上诉人作为遗产的管理人，在继

承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

院 （2021）新 01民终 6649号  

被继承人生前立《遗嘱》载明其名下所有财产

全权委托给第三人马某管理，其生前另留有《财

产分配及管理协议书》，被继承人与上诉人及第

三人马某均在该协议书上签名。被继承人生前就

其外债形成《外欠账单》，继承人及第三人马某在

该清单上均签字捺印确认。 

被继承人去世后，第三人马某让被上诉人李

某替被继承人偿还相关债务人债务若干，并就偿

还债务形成《被继承人某某账单》，双方均签字确

认。 

二审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遗嘱，

指定马某为遗嘱执行人，在继承开始后，依据第

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马某成为遗产管理人，

因此，马某可以代为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其遗

产管理行为有效。上诉人未能举证马某与被上诉

人恶意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故确认被上诉人

李某替被继承人偿还债务应为有效。 

由上可知，遗产管理人在前《民法典》时代就

在实践中被法院尝试引入主要用于解决诉讼主体

资格问题，以便解决诉讼中继承人“恶意”放弃

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和避免遗产管理责任承担

的问题。 

上述案例中，除遗嘱指定的一例外，其他遗产

管理人身份的确认基本都是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为

解决实体争议前指定完成的，而身份的确认在《民

法典》中属于非讼事件，理应适用非讼程序解决，

以提高审效。在法院诉讼案件激增的情况下，在

最高法 2016年《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等系列意见出台后，有

必要探讨，是否“吸收专业的有调解职能的组织

或个人”作为非讼事件的审查机构，通过前置调

解机制，查明基本事实，确认身份，以达到“诉调

分离”，化解纠纷，提高效率，为法院诉讼提供可

用于执行的“可信赖的事实”依据的目的。 

三、公证中的遗产管理人 

公证制度作为具备司法程序特征，又有司法

确认和证明作用的，其能否在遗产管理人身份确

认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依职权探

究的非讼程序功能，挖掘辅助司法的社会管理作

用，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分析的问题。笔者试图通

过以下几个公证案例，进一步分析公证在遗产管

理人具体适用中的制度价值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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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居民李某死亡，其第一顺序法定继

承人中父亲已先于其死亡，母亲、配偶及子女均

健在，因李某的部分遗产涉及债务问题，李某的

继承人向某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帮助。经沟通，

李某的继承人欲通过选任某律师事务所担任遗产

管理人。 

后李某的继承人与某律师事务所共同向某公

证处提出申请，欲通过公证方式来确定遗产管理

人的资格，以方便遗产管理人持公证文书对被继

承人李某的遗产进行清理，并协助办理后续的遗

产继承、债务处理、提取、分配、过户等事项，解

决继承遗产的实际问题。 

公证处审查了解到，被继承人生前未立过任

何形式的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过遗赠抚养协议

认为，认为符合《民法典》第 1145条规定。 

为此，公证员为继承人与某律师事务所设计

了推选遗产管理的公证方案: 

首先，由继承人与某律师事务所签订《遗产管

理人选任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的职责、权利义务; 

其次，由某律师事务所依据其上述协议，向公

证机构申请办理遗产管理人资格公证； 

最后，公证机构在对李某的继承案件涉及的

相关事实进行核实后出具公证书，该所收到公证

机构出具的公证书后协助当事人处理了相关遗产

事务。 

此案公证机构在双方权利、义务协商阶段介

入，通过办理协议公证，固定了继承人推选遗产

管理人的意思表示，并通过协议内容明确了各自

的职责、权利义务，为今后行权提供了依据和标

准。公证在此过程中的沟通、证明、纠纷预防作用

得到了很好体现。 

该案也有值得探讨的问题：被推选人资格、范

围及标准问题。本案中继承人推选了一家律所作

为遗产管理人，不是继承人范围之内，亦不是自

然人或非营利的机构。对此，实务界、学界、立法

机关观点尚未一致。关注点在于对被推选人行为

能力、中立性、专业性以及无不良信用记录、非营

利性质等因素的综合考量的方式、推选程序及认

定标准上。另外，在保障继承人“意思自治”的

同时，如何兼顾债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知情

权和利益？如何解决遗产管理人产生前的财产控

制与管理，都是需要从制度上、程序上通过实践

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案例二：被继承人外出旅游，疫情期间去世。

生前未订立遗嘱。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配偶、

独子申请继承，但其相关财产的权属证明均存放

于某银行某号保险箱中。 

公证员经过审核后，为其出具了继承用亲属

关系公证书，并在银行在场的情况下，办理了保

险箱内物品开箱清点的保全证据公证。 

在清点登记过程中，公证员发现有若干玉质

把件、铜币、手串、讲义手稿、往来的信函等物品。

清点结束后，继承人提出将箱内上述物品一并取

回，银行答复需要办理具体物品的继承公证方可。

考虑到保险箱为租赁物，主张对该保险箱或箱中

物品的继承亦非妥当。经与银行沟通，决定引入

遗产管理人制度。继承人在公证员面前共同签订

了《遗产管理人推选协议书》，协商推选其子为该

行某号保管箱内财产的遗产管理人。公证员履行

了相关告知义务，反复确认双方意思表示后，为

其子出具了遗产管理人资格公证书。 

在使用过程中，银行开始表示没有接受过此

类公证书，坚持办理单个物品的继承公证。公证

员详细解释，并向其阐明遗产管理人制度对本案

财产能起到提高管理效率、降低分配风险的作用。

银行人员最终采纳了公证处的建议，为遗产管理

人办理了保险箱物品取出的手续。 

此案继承人数较少，意思表示比较一致，推选

过程相对容易。对有无债权人、相关利益关系人

以及对前述人员的通知和意思表示的固定是需要

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另外，遗产管理人是否可以

仅作为部分财产的管理人也需要进一步分析，如

其超过管理财产范围，所作行为是否无效还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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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如造成相对人财产损失，是承担侵权责任

还是约定责任，也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案例三：被继承人生前曾立下遗嘱，并在遗

嘱中指定了对应的遗嘱执行人。被继承人去世后，

遗嘱执行人持死亡证及遗嘱前往相关金融机构提

取款项遭遇障碍，向公证处寻求帮助。 

公证处在公证平台发布公告、对相关单位、人

员进行了走访，对其生前所立遗嘱效力进行了检

认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在遗嘱检认的基础上，出具了遗产管理人资

格证书。最后，公证处主动与银行等使用部门诠

释遗产管理人资格证书的法律意义，遗嘱执行人

凭借公证文书在银行顺利办理了取款手续。 

此案中，公证处在遗嘱检认、事实查明、身份

确认、意思表示受领、提供法律意见方面均依程

序发挥了事实审查的作用，为今后摸索公证介入

遗产管理人身份及权限确认提供了有益实体和程

序借鉴。 

上述公证案例显示，在遗产管理人制度适用

中，公证机构尚在摸索阶段，但可以看出，公证机

构担任该非讼事件审查机构，在法律层面和实践

层面都是有其现实优势的。《公证法》第十一条第

七款为公证确认遗产管理人身份提供了实体上的

依据，《公证程序规则》为身份的实质审查提供了

程序上的依据。 

公证从实体和程序上介入当事人权利义务关

系的形成过程中，对当事人意思表示形成的过程

及结果予以固定，通过对基本事实的审查（继承

人范围、财产性质、放弃或继承意思表示），完成

事实查明，最后适用法律出具公证书，完成对当

事人身份及权限范围的司法确认。整个认定是建

立在公证专业性、中立性、非营利性的机构性质

基础上的；其特征是当事人的非对抗性和公证机

构的职能探究，主动查明事实；其过程是当事人

意思表达和公证处意思受领；其结果是前置介入

能够有效地预防纠纷。如果可以对经法定程序出

具的非讼事件公证文书明确赋予相应的既判力，

对提高继承、分配效率、节省司法成本，保障市场

经济秩序都是有益的事。 

四、如要进一步发挥公证在遗产管理人制度适用

中的作用，还需考虑如下问题 

一是权源性文件检认程序前置。《民法典》中

规定的遗嘱形式有六种，遗嘱成立与生效分离。

目前，没有配套的遗嘱检认制度和遗嘱审查的前

置程序的情况下，谁有权通过何种程序检认不同

方式产生的遗嘱、检认的效果如何，成为了遗嘱

指定执行人能否落实的基础性问题。 

实践中，有公证处尝试依据意思自治原则，让

立遗嘱人自行确认自己遗嘱的检认规则和方式：

比如，在遗嘱中设立检认条款，承诺提供的继承

人、债权人范围无遗漏；或另行搭配单方行为的

法律文书（如委托或声明等设权性文件），另行说

明遗嘱检认的标准和程序。无论哪一种，都是为

了于遗嘱生效时，执行人能够顺利被认定而提前

准备的依据和抓手。 

但此阶段，遗嘱效力尚未被确认，执行人直接

行权可能存在身份不明、无效行权的风险；另一

方面，如不及时行权，在执行人非财产实际控制

人，又非继承人的情况下，执行人很可能因信息

不对称等因素，其知晓事实前，财产已经被转移

或损毁，导致遗嘱目的落空。如何化解上述风险，

需要在程序中进一步规范、设计，才能使得遗嘱

指定的执行人发挥其应有作用。 

在尚无具体检认程序及法院授权或委托的可

进行身份确认的机构的当下，鉴于公证处在遗嘱、

保管方面的经验，依托已经建立的公证遗嘱平台，

可考虑尽量引导当事人生前选择公证遗嘱的方式

设立执行人，再将权利义务性文件通过公证予以

明确，以公证处承担遗嘱检认的方式，降低相关

人员审查义务和身份认定风险。 

二是重视公证书从“证明”到“表达”的价

值转变。遗产管理人产生、履职、担责的过程基于

不同的设权性文件。例如：遗嘱执行人和遗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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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可能依不同文件分别产生。此时二者的身份、

权限是否重合，需要依据文件的具体内容进行区

分和判断；推选产生的遗产管理人，按照其为继

承人、非继承人区分履职范围、承担责任。 

推选产生的遗产管理人，推选程序如何？共

同担任的情况下，行权规则又当如何？是多数决

还是一致决？ 

此外，还有遗产管理人报酬的问题，由于缺少

可具体操作的程序，如遗嘱中未列明报酬的具体

给付标准、期限、方式，全体继承人对相关情况又

达不成一致意见时，报酬可能就无法支付；在继

承人推选方式产生时，如果全体继承人对其报酬

给付标准达不成一致意见，则也会影响到支付的

实际履行。 

上述问题无法统一简单适用 1147、1148、1149

条的规定，需要对相关法条进行专业的解释。本

着“意思自治”原则，公证员可适度参与为解决

上述问题达成的各类法律文书的草拟、签订过程

中，依职权审查协议内容，平衡双方或多方利益，

保障各方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行为的客观性、文

书的适法性。 

同时，发挥其法定证明职能，对各方履约过程

进行保全和监督，以便为法官快速认定事实、正

确适用法律提供有力的法律文书，缩减诉讼时间，

保障遗产的优质高效分配。 

三是注重拓展、延伸公证文书在各项登记程

序中的作用。目前公证书在登记程序中多被作为

证明性材料，而非效力性法律文书。这也意味着，

经过公证机构审查的文书、事实、行为，可能因种

种原因，被登记部门否认，或者重新审查后再行

认定。 

公证机构准司法职能并未得到登记部门的充

分认可，公证文书也远未达到准司法文书的社会

效果。公证文书的效力方面，还需要与登记部门

深入沟通，使其了解公证审查程序、出证标准和

证明范围，公证机构也应该认识到自身不仅仅是

证明机构，也是民事主体意思表示的受领人，按

照“到达”主义的标准，“意思表示”在到达接

受人时即生效，故从这个角度而言，公证文书应

是登记部门“可信赖性事实”的法律文书，是辅

助其穿透行为表象，认识事实的有效方式，是其

主张登记“善意”的有利证据。只有切实发挥公

证文书的使用价值，才能彰显公证在遗产管理人

制度中的地位与价值，也可以节约登记部门审核

时间成本，降低法律风险，进而真正维护社会交

易的效率与安全。 

总 结 

如前所述，完善遗产管理人制度，对于完善非

诉制度和程序，平衡继承人、债权人、社会经济利

益，保护交易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证在具体适用中，要依法协调继承人、受遗

赠人、债权人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

好外部与内部的关系，解决好遗产管理人中立性、

独立性与司法介入的关系，使得遗产权利人的

“意思”能够通过公证文书真正的“表达”给相

关人和部门，产生预判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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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异域资讯 

婚姻财产约定——来自英格兰-威尔士的操作 

2022-07-02  意定之爱   伊丽莎白 ·库克 

https://mp.weixin.qq.com/s/rDgRho5RNH2_V548dUBY_Q 

本文原标题为《婚姻财产约定与英格兰—威

尔士法律委员会的工作》。 

本文摘录自法律出版社 2017 年 1 月出版的

《欧洲婚姻财产法的未来》，该书由樊丽君（北京

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法学学科带头人、法学

与知识产权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

法学博士）编译。 

本文作者伊丽莎白 ·库克是英格兰及威尔

士法律委员会委员，英格兰与威尔士雷丁大学法

学教授 。 

本文译者为樊丽君、张敏（陕西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副教授）。 

本篇推送未添加原文的注释，如需查阅，请参

阅《欧洲婚姻财产法的未来》一书。 

一、序言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 2012 年 10 月的欧洲家

庭法委员会剑桥会议上发言。长期以来，欧洲家

庭法委员会是各种观点和文化交流的很好的平台。

会议期间，在欧洲各国同行的启发下，就英国的

法律问题，我们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我研究的问题是英格兰——威尔士法律委员

会现在正在执行的项目之一。法律委员会是依照

1965 年法律委员会法案而成立的法定的、独立的、

非政治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审查法律， 给政府提

供法律改革方案。以欧洲家庭法会议为例，我们

没有立法权，但是我们对所使用的公共研究项目

基金负责：尽可能最广泛地征求公众意见，也尽

可能充分参考学者们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成果。

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就我们所提立法建议的

影响进行评估，提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依据调研结果，我们确定出一个具体法律领

域，这一领域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并且法律委

员会的资源与专长相一致，作为我们的研究项目。

虽然我们一般不会选择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的问题

（如移民或死刑问题），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包括

一些涉及社会热点的法律问题。在家庭法领域，

我们的工作促成了 1989 年《儿童法案》（至今仍

是儿童法的基本法 ）以及 1996 年《家庭法法案》

（家庭暴力与离婚改革）的颁布。我们的工作方

法通常是研究项目相关的法律，发布征求意见表，

征求公众对法律条款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对被咨

询者的意见进行评估，最终以报告的形式 ，提出

我们的法律改革建议，报告通常包括一份在我们

的建议得到政府采纳时可供 使用的立法草案。在

推进我们的草案在议会通过的过程中， 我们与政

府有关部门保持密切协作关系。总之，自法律委

员会成立以后 ，所提建议得到采纳、得以立法的

约占我们总项目数额的 75%。 

二、法律委员会的婚姻财产协议项目 

法律委员会在 2008 年启动其婚姻财产约定

项目时，公示了法律改革第十号项目公告，该项 

目书内容如下： 

“本项目旨在调查配偶双方与同性婚姻伴侣

双方（或者有结婚或缔结 同性伴侣关系意向的人）

之间关于不动产和全融资产协议的状态和可执行

性。这些协议有可能调整双方关系存续期间的财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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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同样，这些协议为离婚、伴侣关系解除或

分居时，当事人如何分割财产提供解决方案。这

一约定可能发生在婚前（常称为婚前协议）或者

发生在婚姻或同性伴侣关系存续期间。无论是婚

前婚后协议都不必以分居即将发生为前提，但是

双方可以在关系已经破裂时签署分居协议。 

与其他许多法律制度不同的是，当配偶离婚

或同性伴侣关系解除时，婚姻财产协议目前在英

格兰和威尔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但法院在决

定离婚补偿的数额时可以对其加以考虑。 

要正确理解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婚姻财产协议

的不具有可强制执行效力这一现实，我们必须首

先了解婚姻财产法和离婚时财产补偿法的相关背

景知识。” 

为了厘清婚姻财产协议的改革背景，我将对

婚姻财产法和离婚时财产补偿法进行必要回顾，

随后进一步简要探讨可供改革选择的方案，如果

读者需要更加详尽的内容，可以参阅法律委员会

项目征询意见书。在我撰写本文时，这个项目征

求意见表尚未公布，虽然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在初

夏时发布项目征求意见表，但 2010 年春，我们决

定在高等法院 Radmacher v. Grana tino 案判

决发布以后，再发布这个征求意见表。本书面世

之时，这一高等法院的判决肯定已经见诸报道，

法律委员会征求意见表也已经公之于众。 

三、现行法律 

（一）婚姻存续期间的分别财产制 

在英格兰、威尔士，婚姻财产法的发展和内容

具有不同于大陆法系的特点。 

19世纪 ，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促成了《巳婚

妇女财产法》的颁布，根据该法，自 1882年以来 ，

婚姻对于配偶的财产权利不发生影响。这一规定

同样适用于自 2004 年以来针对同性结合所引入

的同性伴侣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多数大陆 法系

国家在婚姻存续期间，通过 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

为没有经济收入（以及没有获取信用的能力）的

配偶一方提供一定的法律保护时，英国法却选择

了严格的分别财产，这一财产制是有利于富人的，

但在配偶一方死亡或者双方离婚时，经济弱势的

配偶一方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已婚妇女财产法的

确确立了已婚妇女对于自自己的财产的权利，但

是这 一财产制无益于本身没有经济收入的配偶，

因 为她们自己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 

1938 年，为了保证寡妇和鳏夫不致因其配偶

未立遗嘱死亡而经济困难，开始执行家庭供养法。

但是，这与通过法律制度设计为没有经济能力配

偶在离婚时提供足够的经济保护，还相去甚远。 

（二）离婚时财产补偿法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法院有权命令离

婚时向无过错配偶支付抚养金，但在财产调整方

面（如变更产权，而不是提供收入）法院的权力非

常有限。在多数情况下贯彻分别财产制。 

20世纪 70年代， 人们开始呼吁改变这一不

公平的状况。正如 Jocelyn Simon 爵士所言：＂

雄鸟之所以能够用羽毛装饰鸟巢，恰恰是因为他

不必花大把时间在鸟巢中留守。"  

在改革的呼声中， 1969 年离婚改革法案针

对离婚的缘由制定了新的法律。这一阶段在促成

改革的讨论中，引入 共同财产制的呼声很高。 

但是引入共同财产制的呼声并没有变成现实。

1970 年婚姻法律程序与婚姻财产法案推出了新

的离婚财产后果法。改革法案在 1973 年的婚姻

原由法案中被进一步强化。 

1973 年法案规定离婚或者同性婚姻解除的

财产后果可以由法院判决，它使法院对于离婚财

产后果具有很大的裁量权。法院可以依照 1973 年

法案第 25 条所列举出的以下考量因素， 如分期

支付、财产调整、抚恤金分担等作出判决： 

1.当事人结婚时的收入、经济能力、财产和当

事人所拥有或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拥有的其他经

济来源，包括依照法院的判断， 有理由认为一方

具有需要通过一系列步骤可能逐渐增强的经济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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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事人在可预见将来面临或者可能面临的

经济需求、权利与义务； 

3.婚姻破裂前家庭的生活水平； 

4.结婚时的年龄以及婚姻持续的时间； 

5.婚姻中任何一方身体或精神残疾； 

6.任何一方已经或者在可预见将来可能对家

庭的贡献，包括在照顾、看护家庭成员方面的贡

献； 

7.任何一方的行为，如果法庭认为是不容忽

视的行为； 

8. 在申请离婚或者申请婚姻无效时，婚姻中

任何一方由于婚姻解除或无效将不再有机会获得

的福利（如退休金）的价值。 

鉴于法院对于离婚的财产后果所具有的如此

宽泛的裁量权，法院逐渐总结出一些离婚时产补

偿的原则。2000年这些原则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 2000 年以前，法院的做法是尽可能确保

慷慨地满足双方的“需求"'。但是法院不触动满

足双方需求之外的夫妻财产。这通常意味着丈夫

保有了其他财产。这也是一个符合分别财产制的

逻辑的后果。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做法的

结果并不明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夫妻双方

的资产不仅不超过，甚至通常不能满足双方共同

的需求。1973年法案第 25 条第 1 款要求优先满

足家庭中未成年孩子的需求，落实这一审慎法律

的结果是把最大份额的资产给了照顾子女日常生

活的妻子。然而，在“特别有钱”的案例中，其效

果非常戏剧性，该富豪男士无论身家几何，其妻

子离婚后所得都在 1, 200 万英镑到 1, 500 万

英镑，超不出这个上线。而在实行共同财产制的

大陆法系国家中，在没有约定时，夫妻均分财产，

所以在相同的情形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妻子们

与大陆法系的妻子们对离婚时所获得的财产补偿

数额的心理预期反差强烈。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需求“这一概念，在英

格兰和威尔士比整个欧洲其他地区相应概念的外

延更大。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需求“可以包

括为当事人长期提供资金保证，使其能够享有所

住房屋的所有权。法院这样做是出于一系原因，

首先，由于不要求法庭通过判决平均分配当事人

用于满足需求以外的其他的剩余财产，因此，法

院在满足当事人需求方面就  表现得非常慷慨，

尤其是在确保富裕男士的妻子不因离婚而降低生

活水平  时。其次是社会经济因素。英格兰和威

尔士的房屋租赁市场有限，并且在文化上比较排

斥租房居住，因此，在有条件的前提下，需求总是

包括提供 住房资金。此外，法院尤其体谅那些年

纪在四五十岁、多年居家照顾子女的配偶重新就

业时困难重重。因此，对于照顾子女方，法庭并不

愿意让他们的所得财产局限于数额有限的抚养费，

而是更倾向于做开放性的选择，以便在任何一方

配偶提出申请时法院能够灵活地加以应。对依照

上议院 2000 年对 White v. WhiteCD 一案作出

的判决，法院的做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旦双方

当事人的需求通过共同拥有的财产资  源得到

满足，法庭通常裁决夫妻平均分割其财产余额。

对于习惯了大陆法系的人们，这听起来很像延期

共同财产制，但实际上是有以下明显区别的： 

1.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同，无论在理念上还是

在实际操作中，法庭对财产和扶养费并未区别对

待，法庭将收入与资产一并进行考晕。 

2.关于配偶双方是否分享婚前所得财产或继

承所得财产，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没有发展出

明确的规则。个人商业财产的地位也不明确。所

有财产都存在被配偶双方分享的可能，婚姻存续

时间越长，分享所有财产的可能性越大。在不分

享婚前财产的情况下，这看起来跟延期所得共同

财产制非常类似，但是其中包含太多的内在不确

定性。 

这一做法可以称为财产制吗？英国律师对此

予以否认。其原因主要在于，在这一财产分配制

度中，法院所享有的巨大的裁量权；在案件处理

时对财产与收入并不加以区分；哪些财产是婚姻

财产、哪些财产不是婚姻 财产缺乏辨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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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委员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当事人无法通过

契约，排除离婚时的财产补偿，行使自治权。 

上述最后一点是法律委员会项目关注的焦点。

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离婚时财产补偿法；但是我们

考察的重点是夫妻是否享有通过缔结契约，排除

离婚时财产补偿的权利能力。 

四、婚姻财产协议：英格兰、威尔士的现行法律 

正如我们在第十号项目书中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正在研究三种类型的协议： 

1.在结婚或缔结同性伴侣关系前达成的婚前

协议； 

2.结婚后或缔结同性伴侣关系后，双方没有

分手意向时达成的婚后协议； 

3.即将分居或者已经分居时所达成的分居协

议。 

前两种协议当然会就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的财产关系作出安排。在现行法律中，如果协议

的条款符合合同有效的要件，并且是以形成法律

关系为目的而缔结的协议，那么协议的条款就具

有强制执行力。但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尽

管这样的协议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但这些协议

并不常见。在协议中也可能涉及不具有法律效力

的非财产性条款，但这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相反，我们项目关注的是在尚未分手并且没

有分手意向时，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分手而达成

的婚前或婚后协议。在婚前协议中，有些条款由

于违背公共政策，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有些婚

后协议的条款并不违背公共政策，但是这些条款

不能排除法院在离婚发生时给予当事人任何形式

的经济济助的裁量权。 

其后果是，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协议都不能

按照合同予以执行；没有任何一方能够阻止另一

方申请离婚财产补偿，也无法排除法院作出的与

协议条款不符的裁决。但近年来，法庭越来越愿

意遵守这类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的协议条款，

只要协议制定方式适当、当事人没有受到不当压

力的影响，满足双方的需求，而且不存在明显的

不公平。 

分居协议书由于针对的是事实上的分居（由

此不能说是在为分居做准备，间接鼓励了本来可

能避免的分居），被认定为不违背公共政策。这些

协议不能排除法庭批准经济济助的权限，因此不

能按照合同予以强制执行；但是，当事人可以通

过申请法院的同意令而使其协议获得法律效力。

当事一方也可以请求法庭作出推翻协议的判决；

但是，如果该协议是公平的协议，法庭通常非常

愿意作出遵守该协议的判决。 

实践中很少出现关于分居协议的法律问题。

但对婚前与婚后协议的法律存在很多不满情绪。

原因很简单，就是其法律效力无法确定。配偶和

准配偶们能够依据昂贵的法律建议而缔结协议；

但是配偶以及给予其建议的人都因为协议的不确

定性而深感苦恼。苦恼愈演愈烈的原因是，通常

缔结这些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应对离婚时财产补偿

法的不确定性的；以婚前协议为例， 针对将来可

能出现的情况，法院没有明确的规则，对于夫妻

双方而言，即使制定出协议也无法保证将来能免

于诉讼。 

于是人们提出了赋予婚姻财产协议可以强制

执行效力的要求。这一要求的广泛程度还不能确

定。显然这种要求可能是由于夫妻中一方或双方

来自婚姻财产协议可强制执行的法系；但是我们

认为这种要求也可能来自有特别财产需要保护的

人，也许是前婚解除时保留的房产或存款，或者

那些不愿与配偶分享他们所预期的未来财产的人。 

五、婚姻财产协议：改革的立法模式选择 

显而易见，对于现行法律存在的不足，有一些

举措可以改变现状。首先，笔者要讨论一个非常

小的措施，这一措施可以在不对现行规则大动干

戈的前提下 ，使之合理化。但这一措施不会导致

夫妻双方达成越过法院裁量权的婚姻财产协议，

因此也不会导致一些人所期待的婚姻财产协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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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发生效力的可预测性。由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

讨论，允许当事人达成可以强制执行的、具有合

同效力的协议，讨论给法院的裁量调整权不留或

少留空间的改革是否正确。 

（一）法律改革的第一步 

无论未来是否进行重大改革， 笔者认为可以

先实施一个很小的、相对而言没有争议的改革， 

从而使现行法律合理化。这一改革措施就是我们

可以废除认为婚前契约是为将来分手做准备、属

于违背公共政策、没有法律效力的规则，并 反其

道而行之。 

实际上在大多数涉及婚后契约的司法判决中，

这一规则已经被废除了。枢密院一直不愿意质疑

婚前契约规则， 其原因包括认为在订婚期间人们

的关系较为脆弱，尤其是在在婚前协议上签字是

举行婚礼的对价的情况下。 

在婚前契约上签字者是否比在婚后契约上签

字者更为脆弱不失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基本上

可以肯定无法评估的。我们只能说，由于在这里

婚前契约是否应该排除法院在离婚时财产补偿方

面的问题还不在讨论之列，因此那些声称自己别

无选择、只能接受协议的配偶总是能够得到保护。

正如法庭已经充分证明有能力保护在婚后契约中

受胁迫的一方一样，这种保护可以延伸到婚前在

协议上签字的配偶。＠ 

N v. N 案的判决指出： 

”由于签订婚前协议时，双方当事人会挖空

心思地设计未来离婚或分居时可能采取的措施，

这使得婚前协议被认为违背了公共政策，因为它

违背了婚姻即终生结合的观念。” 

尽管该案判决对法律的阐释很准确，但这些

针对婚姻财产协议的观点 

已经陈腐过时， 应该予以废弃。 

（二）继续推进：关于可强制执行的契约的

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 

是否应该调整婚姻财产协议的效力，使之能

够排挤法院的审判权是个 更大的问题。 

英国律师通常就这个问题发问。婚姻财产协

议的改革到底意味着 什么？ 

笔者的观点是， 这一改革意味着婚姻财产协

议， 无论是婚前、婚后还是分居协议 ， 都能够

像合同一样强制执行。现在， 如果当事人试图提

起婚姻财产协议的诉讼，那么民事法庭将不予受

理，法院将告知当事人提起离 婚时财产补偿的诉

讼。但改革意味着这些协议将会跟普通合同一样

具有法 律效力。 

但是，对这一立场可能应该设定两个限制： 

首先，也是为了使这些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

（因此，既不会因为错误而无效，也 不会因为不

当影响而可能无效 ），应当要求这类协议遵守更

多的规定。至少，法律会要求协议是书面协议。法

律也可能要求在制定协议时披露资产并且或者听

取法律建议，或者至少有证据表明，现在反对协

议的一方当时有听取法律建议的机会。 

其次，在一些情况下，虽然巳经制定了协议条

款，申请离婚时财产补偿仍然是恰当的。目前在

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公共领域中的法律改革都倾

向于保留一扇门，使法院能够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修订或者搁置协议，比如当协议出现导致“实质

性生活困难”的情形时。 

对这一改革存在哪些支持和反对的意见呢？ 

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我们的征询意见书，获得

讨论更为详尽的内容，从而全面了解对这一问题

的不同观点。对于本书的读者，笔者想讲以下三

点： 

第一，有必要记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与整个

欧洲不同，缔结婚姻财产协议，不是为了从一种

夫妻财产制变为另一种夫妻财产制。我们没有法

律上的夫妻财产制。目前的法律可以说实行的是

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分别财产制，在离婚或关系解

除时进行附加补偿，与延期共同制有一致性，但

鉴于法官具有裁最权，不能等同于这一财产制。

因此，赋予婚姻财产协议与合同一样的效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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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允许当事方通过协议拒绝法官的裁量，乃至于

拒绝法律提供的保护。 

第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关婚姻财产协议

的讨论，既包括财产，也包括欧洲同行所说的抚

养费，而我们则称为满足需求。如前文所述，离婚

时财产补偿法没有严格区分财产与收入， 而且需

求也是包括资金提供在内的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

由此，在这一法律环境中讨论婚姻财产协议的有

效性，需要我们非常审慎地避免就婚姻财产协议

的范围作出假设。我们经常听到人们以嫉妒的语

气说， 在大陆法系的欧洲国家， 夫妻可以制定

具有效力的婚姻财产协议， 而我们不能；但这话

实际只说对了一半， 因为在大陆法系欧洲国家，

婚姻财产协议只牵涉财产所有权，并不涉及扶养

义务。因此，一方面，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 ，合

同自由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一走了之，使另一方

一无所有的自由；另一方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如果改革朝着合同自由的方向发展，人会出于各

种不同的动机，支持或反对改革。 

第三， 支持改革者所提出的观点同样可以用

于反对改革。支持婚姻就是个理由明显的例子。

有人说缔结婚姻或同性伴侣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就

离婚或关系解除预先缔结协议是不对的；结婚或

者缔结伴侣关系的承诺应该意味着不考虑离婚或

解除伴侣关系的可能。其他人则认为， 现行法律

明显是在震慑准备结婚或者缔结同性伴侣关系的

人。我们听到很多律师说他们的委托人来自国外，

得知如果他们在英格兰、威尔士结婚，他们将无

法保有自己继承的财产或先前获得的财产在离婚

或关系解体时不被分割。一些人因此选择不结婚。

也有律师告诉我们， 在遇到准备结婚、又想确保

其财产的委托人寻求建议时，他们不得不说唯一

能够保证委托人继续保有财产的方法就是不结婚。 

另一个正、反方通用的论据是自治权。有观点

认为，人们应该享有制定合同的自由，夫妻双方

有权自行决定其结束关系时的经济后果。对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当然有权决定；他们

完全有制定协议、履行协议的自由。但是这里所

讨论的自治权是指强制对方遵守先前制定的、现

在后果严重的协议的自由。除此之外，制定协议

时显然不能排除一方向另一方施加压力的压力的

情况，这些理由削弱了支持自治权的观点的说服

力。 

无论大陆法系的人们听起来如何奇怪，这些

观点怎么一再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在英格兰和威

尔士的社会背景下，其法律所要进行的选择，不

是要在经过验证效果良好、被一致认为适用于一

些情况，而通常是对双方给予保护的一些财产制

之间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改革者们面

临的紧迫问题是，是否可以在允许人们实现合同

自由的同时，不增加社会成本。因为当事人通过

协议所拒绝的保护很可能是他们实际上需要的保

护 ，而但凡他们有权决定时， 他们就会对此予

以拒绝。在结婚或者缔结同性伴侣关系时，人们

对于风险的遇见毫无准确性可言；人们通常认为

关系破裂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头上。 

赞成和反对改革的理由明显都是成立的；但

是，没有哪一方的观点能彻底说服对方。我们可

以自信地说这样两点：首先，存在改革的需求；其

次，由于当事人双方可能通过约定而拒绝保护，

所以改革要谨慎从事，要有智慧。 

（三）可强制执行的契约：契约有效的要件 

上述讨论表明改革的设计需要谨慎行事，法

律委员会的征求意见表将不做任何预设，尤其是

不会去积极倡导改革，而是对被征询者提出完全

开 放的问题， 全面呈现支持和反对改革双方的

意见。 

提出问题后，问卷调查表还设计了一些假设

性问题：如果导入婚姻财产协议有效的规定，你

认为： 

( 1 ) 其有效性的前提要件是什么；以及 

( 2 ) 在缔结了有效协议的前提下，在什么

情况下法院应该享有裁量权，在多大程度上否定

当事人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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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讨论有效要件的设计，这是一个惯例，但是

还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具体分析。同样还要请读者

阅读问卷调查表，从而全面了解讨论的问题。但

是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涉及简单合同的有效性的

要件以外，所有我们已知的法律对婚姻财产约定，

都有前提要件的要求。澳大利亚近来的法律发展

最为有趣， 自 2000 年以来，由于所导入的法律

在原有法律框架中无法执行， 所以新的条款巳经

几经修订。这一事例告诉我们，前提要件的设计

要考虑法律对当事人提供必要的保护的空间，同

时，也要避免由于要件过于僵硬而导致本应该支

持的协议失效，或者由于要件过分烦琐而增加律

师的工作负担。 

虽然我们这个国家里有公证员，但是他们的

职责实际上非常的专业化，并不涉足调整私人关

系的家庭法，也没有由一名律师同时向缔结协议

的双方当事人提供建议的传统 。因此，法律建议

会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在现行法律下，如果能

够证明当事人双方在制定协议时得到了法律建议，

婚前或婚后协议得到支持的可能性就更大；我们

也了解到存在一方当事人为另一方当事人获得法

律建议提供资金的情形，但这一做法的作用极其

有限。因为，如果一方在起草和确定标的金额时

能够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而另一方只有半小时

的面谈，这根本就谈不到对经济能力较弱一方提

供充分的保护。但是，要求双方得到对等的、全面

的法律建议又明显价格过于昂贵，这样一个让律

师增加收入的改革能得到多少人的支持呢？经过

努力，我们在问卷调查表中提出了一些折中的解

决方案，既不会让当事人成本增加太多或者使律

师承担太多的风险，也还至少能够保证每一方都

能获得应有的决策信息，并有机会单独听取律师

作为公正第三方的意见。 

还应该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也应当考虑在婚

姻财产协议的背景之外发展而来的普通合同法。

与不当压力和不诚实表示相关的法律，最近巳被

用千分析夫妻间一方为另一方债务担保的协议，

比如，允许家庭为丈夫的商业债务担保。在这种

情况下，不当影响指的是什么？在亲密关系中， 

对于不能使双方受益的协议，或用法院的话说是

“需要解释”的协议，法院已经开始对其合理性

进行质疑。在最近的案件中，就有一个丈夫在没

有充分披露其经济状况信息和个人生活信息的情

况下，说服妻子与其达成协议，因而构成不当影

响。在上述清况中，法院对协议加以监管的事实

表明， 不同于某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婚姻财产协

议绝不是唯一不能够离开法律监管的协议，对当

事人施加压力情况的确存在，并且影响着有相爱

关系的人们。所以，有效婚姻财产协议有效的要

件的设计一定要非常谨慎，以确保在现实条件允

许的前提下为当事人提供尽可能充分的保护，同

时，该要件又不能过于烦琐，使改革失去意义。 

（四 ）可强制执行的契约：剩余的栽量权 

法律委员会问卷调查表中讨论的另一个问题

是，假设所有的协议有效的要件都已具备， 一个

明显有效的协议巳经形成， 当事人期待协议能够

像合同一样得到强制执行，其没有提出离婚时财

产补偿的必要，会不会存在法院认定应该申请离

婚时财产补偿的清形呢？ 

为了分析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我们的

法律体系中关于婚姻财产协议的独特语境中来。

通常这些契约被认为全面安排了一对夫妻未来财

产关系的所有方面，也就是说实际上缔结了一个

离婚契约。 

因此，有关机构在设计协议的效力的限制性

条款时，把协议对当事人所产生的实质性后果作

为考虑的核心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社会公正中

心建议赋予婚姻财产协议强制性效力，但可能导

致实质性不公平的协议不在此列。通过决议，表

明婚姻财产协议应当具有强制性， 除非它们会造

成任何一方当事人或者涉案家庭中的孩子“生窘

活迫”。 

这类建议难以落实的原因在于其中的概念具

有不确定性。我们听到有些法官讲，对于显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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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案例，他们肯定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存在。但

是，这些概念本身具有很大的歧义性。 

因此，使用什么标准来认定不公平本身就是

一个问题。是将申请离婚时财产补偿可能得到的

结果与按协议进行分配的结果相比来认不定公平？

如果不是，那么采用什么标准？确定这些概念虽

然比较困难，但也不是无法解决的。 

如果我们把有效的婚姻财产协议可能产生的

效果进行分解，分析协议可能涉及的夫妻经济生

活的不同方面，那么对有效的婚姻财产协议所产

生的法律后果的分析就会变得更加简单。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要严格区分资产和收入，因为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的法律和社会环境中，这样做并不现

实。但是我们可以对离婚时财产补偿所涉及的责

任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哪些责任可以通过协议加

以排除，哪些责任不可以能通过协议加以排除。 

由此，形成了以下两个简便易行的规则。 

第一条简明的基本规则是，如果当事人在婚

姻财产协议中，拒绝离婚时财产补偿，导致原来

不需要救济的当事人一方只能依靠国家救济，这

一协议不应当发生法律效力。换言之，法律不允

许通过协议把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推卸给国家。

当然，支持这一规则的一个先验理由并不存在。

从逻辑上讲，当事人并非一定要保证至少在可预

见的将来， 其配偶不会在离婚以后只能依靠社会

救济。但是，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求要求将其作

为婚姻财产协议发生效力的必备要件；很难想象

哪个政府会同意抛开这一前提进行改革。 

第二条简明的基本规则是， 当事人不能通过

缔结协议拒绝履行对子女的责任。这并不是说， 

父母不能通过协议来决定、明确如何履行他们的

责任。但是，由于缔结契约没有子女的参与，允许

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排除对子女应该承担的责任

是毫无道理的，在协议造成子女生活困难的情形

下就更是如此了。笔者不知道有哪个法律会允许

父母这样做，也不想不出法律应该允许父母这样

做的理由。 

是否允许当事人通过缔结协议而拒绝满足配

偶他方的需求也许才是本话题最核心的问题。这

是个大问题，因为满足配偶他方需求是个严肃、

长期并且沉重的义务。关于定期支付的时间界限， 

法律没有强制的要求，不过定期支付将于接受方

再婚时终止。虽然在作出离婚判决时，法院倾向

于彻底了断，但法院没有促成这一结果的义务，

如果配偶一方有正当理由无法重新就业，扶养费

就需要支付很多年 。 

因此，如果规定禁止通过缔结协议而拒绝满

足需求，初看是对自治权利的极大限制。这种印

象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讨论进展至此，一

直认定婚姻财产协议必须彻底覆盖离婚时财产补

偿的所有方面。可以通过契约调整个人财产是整

个欧洲都接受的模式，但是在大多数法律中，不

允许通过契约拒绝扶养义务；这些法律制度中的

抚养义务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需求概念相比，似

乎更给人一种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印象，但其实这

是一种 误解，因为这一理解忽视了抚养概念所涉

及的众多社会因素，如税收、社 会保障的水平、

工作机会、对于租房的接受程度，等等。 

认为需求属于不能通过缔结契约而加以拒绝

的领域的观点，其优越性在于大大减少了由于协

议而可能造成的困难（不是“显著的“困难）。笔

者认为，关于是否公平或显失公平以及其他方面

的顾虑，多数出自对生活困难的考虑。如果协议

不能触及满足需求的责任，关 于如何适当限制婚

姻财产协议效力的强制性条件的各种辩论也就失

去了意义。只要婚姻财产协议不能排除满足需要

的义务这一强制性的要件得以贯彻， 就会更刺激

当事人慷慨地满足配偶的需求， 以避免避免诉讼

风险。其结果是，针对需求的诉讼不会大蜇出现，

由此达成法律的主要目的。 

如果需求成为婚姻财产协议的禁区，缔结婚

姻财产协议就有了相当大的合理空间，婚姻财产

协议不是要剥夺伴侣的需求，而是对当事人的特

殊财产予以保护。这些财产可能是继承所得， 可



510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能是通过购买所得的心爱之物，还可能是他人馈

赠的礼品，也可能是当事人商业活动的收益；或

者可能是前一次离婚时留下来的财产，而且我们

都知道很多由于害怕失去婚姻第一次触礁时抢救

回来的财产，而不愿意再婚的事例。在需求得到

满足的前提下，婚姻财产协议对于当事人双方的

未来，不失为一个安全的财产安排，而且如果当

事人双方愿意，他们通过协议所实际构建的财产

关系，也可以非常接近于延期所得财产共同体。 

法律委员会还没有提出正式法律改革建议，

要求将需求作为判断协议是否具有效力或拒绝其

生效的基本标准。以是否满足需求作为判断协议

生效的基本标准是我的关注，原因在于我们的婚

姻财产协议的模式与大陆法系的婚姻财产协议模

式在形式上确实太过相似，但笔者认为，事实上

大众乃至一些专业人士，未能正确解读欧洲大陆

的婚姻财产协议模式，将欧洲视作合同自由的乐

园的说法也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六、结论 

再次恳请读者阅读法律委员会关于婚姻财产

协议的问卷调查表，其中包含丰富的信息，有助

于详细了解法律委员会所讨论那些模式。  

国际法问题以及与婚姻财产制绿皮书相关的

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虽然我们对相关发

展很有兴趣， 一直予以密切关注，法律委员会的

项目并不直接涉及上述问题。但是国际视野也是

我们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有很多当事人呼

吁赋予婚姻财产协议强制性，他们有国外居住的

经历，并且期望在英格兰或威尔士结婚时，能够

通过缔结协议自主选择财产制。他们的希望未能

实现，与其说是因为这里没有婚姻财产制，倒不

如说是因为法律没有提供给他们选择的可能而失

望；如果能导入一种可强制执行的婚姻财产协议，

这些人会感到自己对于婚姻以及自己的财产可以

进行更加切实的管理。 

然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赋予婚姻财产协议

以法律效力，对于那些在其他地方结婚，期待着

无论是通过适用法律还是通过契约选择的婚姻财

产制，能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发生法律效力的人

则没有帮助。也就是说，赋予婚姻财产协议以法

律效力，不会惠及国际私法范畴内的案件，因为

英国法院会因故拒绝对婚姻解除时的财产后果作

出判决，除非法院地法有相应的规定。然而，即使

在 这 一 领域 ， 法律 也正 在 向 前推 进 。在 

Radmacher  v  Grananatino 一案中，协议没

有被忽视，甚至不能因为协议仅仅是判决因素之

一而轻视它。我在这里无意对此案例作出评论，

因为到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本文的内容会被更新

的内容所取代。但是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案中关于协议对于妻子财产的后果，在多数情况

下没有争论；唯一的问题是需求以及在有协议的

前提下满足需求的程度。除了满足需求之外的资

产由双方分享不在讨论之列；从这点看来，当事

人、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遵守并执行了在国外缔

结的协议。可见国际私法规范完全不再像以往那

样相互隔绝。 

在欧洲家庭法委员会剑桥会议的环境氛围中，

想要完全相互隔绝是件很难的事。虽然欧洲家庭

法尚未实现统一标准，但是家庭法律师们能够相

互理解、能够共同工作的欧洲正在成为现实。愿

欧洲家庭法委员会剑桥会议能够继续发扬审慎严

谨的会风。 

摘编 | 冈孝（著）、杜生一（译）：意定监护制度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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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

第 1 期 

 冈 孝，日本学习院大学法学部教授 

 杜生一，山东农业大学泰山法治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 12

条确立了异于传统成年监护之代行意思决定制度

的协助决定制度，引发了各国成年监护制度的变

革。日本为了缩小与《公约》的差距，对成年监护

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并创设了意定监护

制度，但该制度的启动仍以限制辨识能力不足之

成年人的行为能力为前提，且在具体细节问题上

还有待进一步改正。而从比较法的视野审视，奥

地利成年监护中期试案中新规定了以合意为基础

的意定成年人代理类型，其中详细规定了成立要

件、成年代理人的资格与代理终了、代理权的范

围及权限防止等重要事项，这为日本改正意定监

护制度中授权时意思能力的程度、授权方式与生

效、授权内容及对代理人的监督等方面提供了参

考。 

关键词：代行决定；意思能力；中期试案；意

定监护 

一、问题所在 

1.日本的成年监护制度是否符合联合国《身

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 12条 

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于 2008 年生效，日本政府在 2014 年

批准了该公约。不过，对《公约》第 12条（在法

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是否应认可限制身

心障碍者的行为能力并适用法定代理，各缔约国

存有争议。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委员会针对各

缔约国没有充分理解《公约》第 12条的情况，于

2014 年 5 月发布了《一般性意见（Allgemeine 

Bemerkung）第 1号》，指出，除未成年人外，不

承认一切代行意思决定制度的解释（代行决定禁

止说）。而一般成员国的立场则是在严格的标准

下，容许代行意思决定制度的存在（代行决定容

许说）。日本政府于 2016年 6 月向联合国提交了

报告书。其内容就是以后者即代行决定容许说为

立场的。 

基于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委员会代行决定

禁止说的立场，日本的成年监护制度，特别是法

定监护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即限制判断能力不足

之成年人（本人）的行为能力，并使他人行使法定

代理权以处理本人事务的制度有浓厚的违反《公

约》的嫌疑。 

2.是否可以考虑活用意定监护制度 

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尊重本人的意愿，可以考

虑活用意定监护。遗憾的是，日本的意定监护制

度很少被利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理

论上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制度上委任人的意思能

力达到法定监护上辅助类型的程度时（事理辨识

能力不足），才是意定监护契约发生效力的起点。

虽然意定监护契约还有即效型，但从利用者的视

角看，大多数都利用了转移型，即当下事理辨识

能力充足但若将来不足时，通过选任意定监护监

督人以使意定监护契约发生效力。不过，从意定

监护契约缔结到契约实际发生效力可能需要很多

年。在这一期间内，受任人不能以监护人的身份

有所作为。不过，为了维持委任人与受任人之间

的信任关系，一种方法就是双方缔结民法上的委

任契约并对其进行监督。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委

任契约也有以包含财产管理为对象的内容，但即

使满足必要条件，也有很多没有移转到意定监护

的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如果移转

到意定监护后，随着意定监护监督人的加入，监

护人（译者注：前述委任契约中的受任人）就不能

再自由地管理本人的财产，所以监护人可能想避

开它。 

除去病理现象的情况，活用委任契约是根据

本人的意愿进行的，这符合《公约》的精神。当然，

利用现有的意定监护契约也符合《公约》。但是活

用意定监护契约存在一些很高的障碍，因此使用

率很低。并且法院不直接监督意定监护人，这也

是该制度得不到国民信任的原因。另外，本文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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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否定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的并存也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 

2016年 7月，奥地利联邦司法省公布了改革

中期试案（这一阶段，将经过国会审议并于 2018

年 7 月实施）。中期试案由四个支柱组成。下面

以成年人意定代理为中心，介绍中期试案的内容，

并为日本法律的改革寻求启示。 

二、奥地利的改革方案 

本部分首先对奥地利现行法律进行了简要的

概括，并对相关问题点进行了梳理。 

1.现行法概述 

在奥地利法中，作为管理人的法定监护人选

任条件与日本法相似。即本人因心理原因的疾患

或精神上的障碍而受到不利益的情况下，致使不

能处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事务，可以选择管理人

（现行法第 268 条第 1 款）。以本人的申请或法

院 依 职 权 程 序 作 为 开 始 （ 管 辖 地 法 院

[Bezirkgericht]）。管理人，一般是从合适的近

亲属中选任的。如果近亲属中没有合适的人选，

将从司法部部长监督下的管理人协会所推荐的人

中选任。当然，在需要法律专业知识的必要场合

也可以选任律师、公证人。 

管理人处理事务主要有三个职责：本人需要

的必要性、特定事务、一定范围的事务及所有事

务的处理；对管理人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被管理

人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 

此外，法律还认可了近亲属对一定事务的法

定代理权“近亲法定代理”（现行法第 284b条—

第 284e 条），甚至还有相当于日本意定监护的

“事前照顾代理”（Vorsorgevollmacht.第 284f

条—第 284h条）。 

管理人需要至少每年（2006 年修正前为三年

一次）都与本人单独会面，并向法院报告本人的

生活状况、精神及身体状态（现行《非诉》第 130

条）。法院还必须在不超过五年的适当期间内，依

照本人的幸福进行调查以决定是否需要终止或变

更管理（现行法第 278条第 3款）。 

2.现行法的问题点 

通过上述对现行法进行的梳理，需要指出以

下几点问题： 

（1）利用管理人制度的人数从 2003 年的约

3万人增加到 2015年的约 6万人，翻了一番。超

过 50％的被管理人的“每一项事务”都选任了管

理人（现行法第 268 条第 3 款）。本来，条文还

规定了在例外的情况下应该考虑活用这种类型。

另外，事前照顾代理或近亲法定代理也没有渗透

到实务中。 

（2）由于事前照顾代理和近亲法定代理之间

发生竞合，损害了法律的稳定性。 

（3）很多人在丧失认识、判断能力时，才会

考虑事前照顾代理，但由于不满足事前照顾代理

的条件，所以无法使用。 

（4）如果选任管理人，被管理人的行为能力

会自动受到限制（在管理人的职责范围内）。而且，

一般情况下，管理会持续到被管理人去世为止。 

（5）代理人（不论是管理人，还是事前照顾

代理人）能否就本人的身份及家庭事务进行活动？

即使能做这些事务，那么能做到什么程度也不能

确定。 

（6）本人在面临医疗决定行为时，有时会被

排除在外。 

（7）2006年修订法案导入了管理人协会清算

制度（在使用管理人制度之前须首先考虑其他可

能性，特别是事前照顾代理的可能性），但目前还

缺乏必须那样做的体制。 

（8）尽管有适格担任管理人的专业公证人、

律师，但对此规定并不明确。 

（9）作为成年人的法律监护，“管理人”的

称呼与时代格格不入。 

3.关于中期试案（改革方案） 

第一，概要。 

首先，制度本身的名称从“管理”变更为

“成年人代理”。另外，作为核心概念，引入了

“决定能力”这一新的概念，替代了 2001年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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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亲子法》时（例如现行法第 283条第 3款）

规定的“认知、判断能力”。具有该决定能力的

人是能够理解法律行为的意义和效果并实施与其

相应表现的人（第 24条）。 

其次，中期试案规定了 4 种成年人代理，即

事前照顾代理、意定成年人代理、法定成年人代

理、法院选任的成年人监护代理。其中，法定成年

人代理相当于之前的近亲代理，法院选任的成年

人监护代理相当于现在的管理人制度。 

中期试案分为一般规定（第 240 条—第 259

条）和上述各类型的特别规定。一般规定包括：

（1）参加法律交易、（2）代理人的选任及期限、

（3）代理人的特别权利和义务、（4）个人照顾、

（5）财产管理、（6）法院监督等。不过，下文并

不按照中期试案规定的顺序进行说明，而是在特

别说明意定成年人代理之规定的过程中，对总论

的规定进行穿插说明。 

第二，不以合意为基础的类型。 

本文第二部分第二小节中所论述的（3）和（4）

与该处所论述的内容相当。首先，（3）总结法定

成年人代理问题，本人“因心理疾病或类似的决

定能力的障碍，虽没有不利益的危险性，但自己

不能处理事务”，而又没有“为此的代理人”，

“在不能选任代理人”的场合，本人没有对“法

定代理提出异议”，除个别事务外，个人收入、财

产以及通常经济活动中的债务管理等事务（第 269

条第 1 款。后述第四部分第三点中除“保护个人

自由”以外的事务）的全部或一部分可以由“一

个或多个近亲属”代为处理（第 268条第 1款）。

这里近亲属涵盖的范围要比现行法律（现行法第

284 c条第 1款）大，父母、祖父母、成年子女、

孙子（女）、兄弟姐妹、侄子（女）、配偶、登记

的同性婚姻对方、与本人一同生活超过三年的有

暧昧关系的代理人，还有根据成年人本人的指示，

列举的其他人（第 268 条第 2 款）。法定成年人

代理由公证人、律师、成年人保护协会（现行法名

称是“管理人协会”）在奥地利中央代理权目录

（ Österreichisches Zentrale 

Vertretungsverzeichnis.以下简称“中央代理

权目录”）中登记后（第 270 条第 1 款）产生效

力（第 245 条第 2 款）。为防止法定成年代理人

滥用权力，需要法院监督，其程序与意定成年代

理人的监督相同。其次，（4）法院选任成年人代

理，是“因心理疾病或类似的决定能力的障碍，

在没有不利益的危险性，但自己不能处理事务”

的情况下，没有处理事务的代理人，也无法选任

代理人，同时法定代理成年人的条件未得到满足

的情况下，法院有权依照本人的申请或依职权选

定代理人（第 271 条第 1 款）。保护本人的最后

手段就是法院为其选任成年代理人。 

第三，事前照顾代理。 

事前照顾代理是以合意为基础的监护类型

（第 260 条—第 263 条）。其要件为，在授权个

别事务或一定种类的事务（第 261 条）时，本人

须有充足的决定能力（参见第 263 条第 2 款）。

与现行法相同，授权人必须在“对委托事务的处

理失去了必要的决定能力（现行法第 284f条丧失

了行为能力，认识、判断能力，或意思表示能力）

的情况下，事前照顾代理才生效”（第 260条）。 

授权人可以拒绝事先照顾代理的法律效果，

对特定事务的事前照顾代理权一般不得进行转授

权。另外，可以由 2 人或以上的人作为共同代理

人进行共同代理，并且授权人可以随时撤回授权

（第 262 条第 2 款第 1 句）。并且，公证人等必

须在代理权证书上写明姓名、地址并签名（第 262

条 2款第 2句）。 

作为防止权限滥用的对策，意定成年代理人

有提交报告书等义务。但“本人的幸福面临危险

的时候，法院可以随时为了守护本人的幸福而依

职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第 259 条第 4 款），即

以法院的监督为控制手段。 

4.意定成年人代理 

作为以合意为基础的第二种类型，中期试案

新规定了意定成年人代理。以下详述之。 



514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第一，要件。 

成年人（第 265 条第 3 款中列举的）的全部

或部分事务因“心理疾病或者类似决定能力的障

碍，导致自己不能处理事务，当然，授权的意义及

效果可以作为一个整体理解（sich entsprechend 

zu verhalten）”，其可以选任 1人或复数的成

年代理人（第 264 条第 1 款）。在复数成年代理

人的场合，可以规定每个成年代理人事务的分工

（第 244 条第 3 款）。授权须以书面形式并在公

证人等面前进行（第 266条）。 

如果公证人等对本人的决定能力存有疑问，

应拒绝注册，并将拒绝的意思予以登记（第 244条

第 3款）。“对本人的决定能力存在疑问的场合”

意味着什么？若为特定事务，例如关于缔结医疗

行为的契约自己是不能做的，但关于授权的意义

和效果自己可以理解。但对收入、财产管理事务

授权的意义无法理解，这一点也是需要考虑的。

如果就医疗契约及收入、财产管理，双方签订了

意定成年人代理权授予契约，公证人等对于后者

的事务有时会知道本人并没有决定能力，在这种

情况下，公证人等要么修改授权范围，重新签订

契约，要么在没有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拒绝为意

定成年人代理进行登记。尽管如此，对于本人来

说如果需要处理收入、财产管理的事务时，法院

（现行法同）可依本人的申请或依职权选任成年

代理人，让其负责本人事务的处理（参照第 271条

第 1 款）。此时，就如意定成年代理人的情况一

样，应该尽可能地协助本人实施行为（参照第 242

条）。另外，法院选任成年代理人代理本人事务处

理（最多三年）结束后（第 246 条第 1 款），被

本人授权进行其他事务处理的意定成年代理人仍

将继续活动。也就是说，两个成年代理人是并存

的（不承认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的并存是日本意

定监护契约法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第二，成年代理人的资格、受委任件数的限

制、代理的终止。 

首先，成年代理人的资格。因必要已有法定代

理人或者已有作为法定代理人的保护权利人

（schutzberechtigt 第 21条第 3款）、不能期待

其能够行使代理权以促进受刑事判决成年人之幸

福者，成年人仍然居住的，有从属关系并受其管

理的组织设施或有相对密切关系的人不能成为成

年人的代理人（第 244 条第 1 款）。选任与本人

有信赖关系的人作为成年代理人，未必是近亲属。

无论是朋友还是邻居，都可以成为代理人。 

其次，意定成年代理人受委任件数的限制。成

年代理人每人可以代理多少名需要受保护的人？

除成年人保护协会以外，通常最多 5 人，公证人

和律师最多 25人（第 244条第 2款第 2句）。特

别认定（律师法第 10 b条及公证人法第 134 a条）

登记的合格律师、公证人作为代理人的情形（事

前照顾代理人或法院选任适格代理人予以登记），

其代理的人数不受限制（第 244条第 2款第 2句）。

另外，这种受任件数的限制不适用于个别事务代

理的处理（该条第 2款第 3句）。 

再次，成年人代理的终止。成年人代理，在本

人或代理人死亡、法院决定消灭意定成年人代理

权时终止（第 246 条第 3 款），或者撤回成年人

代理并结束中央代理权目录登记时终了（同该条

第 1款）。本人可以撤回授权，只要他让（他人）

知道他不想再被代理就足够了。在此，决定能力

和方式的遵守都是不必要的。3撤回权不能放弃。

代理人应将撤回内容在中央代理权目录上进行登

记（第 246条第 2款）。 

第三，代理权的范围——总论。 

除个别事务外，一定领域的事务，如行政手续

的代理、收入、财产的管理、通常经济活动中的债

务管理框架内之法律行为的缔结、看护、照料之

必要性法律行为的缔结、医疗行为的决定及与此

相关契约的签订、住所的变更、养老院契约的缔

结等（措施住院法[Unterbringsgesetz]、设施滞

留法[Heimaufenthaltsgesetz]等规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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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对个人（本人）自由权利的保护（第 265 条

第 3款）。 

第四，人身照顾。 

意定成年人代理对人身照顾没有特别规定，

它包含在代理人自己的职责中，在本人没有决定

能力，法律没有规定代理被排除在外的情形下，

为了守护自己的幸福，若有必要，可以使用代理

行为（第 250 条第 1 款）。在本人的幸福未受到

威胁的情况下，代理人知道本人拒绝自己预定的

代理行为时，代理人不能进行代理行为（第 250条

第 2 款）。如果本人拒绝，尽管本人的幸福未受

威胁，成年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也无效。 

第五，医疗行为。 

中期试案对此做了详细的规定。只要本人有

决定能力，那么就只有本人才能同意进行医疗行

为（第 252 条第 1 款）。若存在本人的决定能力

受到怀疑的情形，为其治疗的医生应召集接受特

别训练的专家、本人的近亲属、可信赖的人并使

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协助本人形成自己的意思

（同该条第 2 款）。但是，如果存在由于治疗迟

滞而导致本人的生命有危险、健康有重大侵害的

危险、有可能导致本人非常疼痛的情况，没有接

受治疗人的同意也无妨（同该条第 3款）。 

第六，以不能继续生殖为目的的手术

（Sterilisation）、医学上的研究、居住环境的

变更。 

除“因持续的身体的痛苦而产生危及生命或

严重损害健康的危险时”的情形外，成年代理人

没有以无法继续生殖为目的手术同意权。即使存

在成年代理人可以同意的情形，也需要进一步以

法院的许可为必要（第 255条）。 

另外，除了直接有助于本人健康的情况外，成

年代理人不能同意“与侵害本人身体的完整性或

侵害人格相关的研究”（第 256 条第 1 句）。即

使成年代理人同意，也需要法院的许可（同该条

第 2句）。 

第七，财产管理。 

成年代理人负责管理本人的财产、收入时，应

以本人的财产、收入满足个人生活关系的需求（第

258 条第 1款）。关于本人财产的投资、投资形式

的变更、（从债务人）获得偿还债务，准用关于未

成年人财产的规定（现行法第 215 条至现行法第

221 条，及现行法第 224条）。3而且，只要财产

事务处理不属于不动产转让、担保等通常的经济

活动，就需要以法院的许可为必要（同该条第 3

款）。 

第八，其他。 

中期试案在“代理人的特别权利和义务”项

目中，对以下三项进行了规定。 

一是接触。成年代理人除非是单独的事务处

理，须按照个别情况的要求频度与本人接触（会

面、访问），最低要求为每月一次（第 247条）。 

二是保密义务。首先，除针对法院的情况外，

成年代理人原则上负有保密义务（第 248 条第 1

款）。但是，如果存在本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等

要求的情形，代理人应该提供“本人精神上、身

体上的状态、居住及自己职务范围”的信息（同

该条第 2 款第 1 句）。但“在本人有其他指示或

者表示不希望提供这样的信息，亦或者若提供信

息违反本人幸福的情况下”，代理人可以不提供

信息（同该条第 2 款第 2 句）。另外，（关于保

密义务的免除）有决定能力的本人免除保密义务、

本人有公开义务或公开为维护本人幸福而必要时，

成年代理人没有保密义务（同该条第 3款）。 

三是责任和费用的偿还。成年代理人在因自

己的过失而给本人造成损失时，须负相应的责任。

法院在“考虑到所有情况，特别是责任程度或与

本人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而致（赔偿义务）不正

当加重时，可以减少或全免赔偿（第 249 条第 1

款）。 

另外，对于成年代理人支出的必要费用，（为

了将来应承担的责任而签订的）损害赔偿责任保

险的保险费等为了“满足本人自己生活所需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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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会使本人的财产陷入危险”，本人应当根

据费用额予以偿还（同该条第 2款）。 

第九，权限滥用防止对策。 

在中期试案中，在适用于 4 种成年人代理类

型的一般规定中，规定了“法院监督”。这是防

止成年代理人权限滥用的对策。首先，成年代理

人必须每年向法院报告“本人的生活关系、精神

上及身体上的状态”（生活情况报告。第 259 条

第 1 款）。其次，成年代理人为本人管理财产、

收入时，法院须对“开始财产管理之后的每年直

至最后财产管理结束时，根据财产状态的根本调

查报告”做财产情况的说明（同该条第 2 款第 1

句）。另外，法院随时可以要求做出这样的说明

（同该条第 2 款第 2 句）。如果对代理人没有为

本人的幸福进行财产管理产生明显的疑问，法院

可以要求其提交会计文书（同该条第 2款第 3句）。

当本人的幸福受到威胁时，法院可以随时利用职

权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本人的幸福（同该条第

4 款）。 

三、对日本法的启示——意定监护制度的改

正 

1.导言 

本文以奥地利 2015 年后阶段中期改革案的

简要点为基础，思考并总结了意定代理的使用方

法。只有在相对把握意思能力的基础上，及本人

能够理解代理的意义，并在各地成年监护中心和

当地金融机关的参与下，通过授权选任代理人，

由此授权的范围也才有所限定。代理人在有本人

近亲属等的协助下，按照其职责协助本人进行行

为。而在本人因身体障碍等原因致无法行为的情

况下，代理本人进行行为，这种情况下由成年监

护中心对代理人进行监督。中心内通常设有专家

等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以中心的名义进行监督

业务。首先考虑的是财产管理上的意定代理。在

建立新的制度系统时，人们往往会把全国一律放

在心上（译者注：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但

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成年监护中心的活动因地区

而异，最重要的是很难得到当地金融机构的理解。

因而，重点是需要先从已经利用这个系统的地区

开始尝试。另外，如果得不到近亲属的协助，也很

难使用意定代理。 

2.奥地利的启示（立法论） 

下面，本文将以奥地利中期试案为视角，阐述

对日本法特别是意定监护制度改革的启示。 

第一，授权时意思能力的程度。 

在奥地利中期试案中，因决定能力障碍而致

不能自己处理事务是意定成年人代理的出发点。

在有决定能力的情况下应预先考虑事前照顾代理，

不过，这是以丧失决定能力为生效起点的。 

与此相反，日本的《意定监护契约法》相当于

法定监护的辅助类型，即在事理、辨识能力不足

的阶段发生效力（当然，必须选任意定监护监督

人）。在日本的实务中也存在即效型意定监护契

约。即判断能力减退的本人与他人签订意定监护

契约，并由意定监护受任人立即提出选任意定监

护监督人的申请。如果是这样，也可以像奥地利

那样，在本人有决定能力的情况下采用事前照顾

代理，在决定能力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用意定成年

代理。但这一点还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下文以

奥地利的意定成年人代理为标杆，检讨一下日本

的立法论。 

在日本，意思能力通过法律行为把握这一点

已经在下级法院的判例中得到了认可。 

中期试案规定了可以利用意定成年人代理的

情形，即本人因精神上的障碍致决定能力下降，

无法处理自己事务，且授权的意思和授权的效果

限定于作为整体理解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场合。正

如前文所述，“不能自己处理事务”是指如果自

己处理事务就有可能产生不利的危险。《公约》规

定 的 本 人 的 “ 意 愿 和 偏 好 ”(will and 

preferences /der Wille und die Präferenzen)

强调，如果代理人对本人进行了充分说明也会产

生不利危险，而本人坚持做出相应决定的情况下，

代理人也必须充分协助本人实施这个行为。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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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认为，为防止本人财产逸散，维护本人的幸福

是代理人的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进

行客观的、良好的代理行为应被允许。 

在此基础上，如何用日本法评价并参考奥地

利中期试案中“决定能力”这一概念呢？从目前

情况看，其与意思能力的概念相似。意定成年人

代理的类型规定，即使本人的决定能力减退，也

可以与他人达成合意，这可以理解为，根据授权

内容，灵活地掌握了意思能力。 

第二，授权方式与生效。 

因为有必要证明代理权，所以应该与意定监

护契约一样以公证证书形式签订契约。与现行的

意定监护契约不同，公证人根据授权内容的关联

来判断本人是否有意思能力，把握相对的意思能

力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对授权内容本人有意思

能力，那么就由公证人在监护登记簿上登记该合

意。 

代理权限取决于授权内容，且根据授权内容

来判断本人的意思能力，因此，与现行法不同，需

要像中期试案一样对代理权限进行限制（中期试

案第 265条第 3款）。 

第三，授权内容。 

就身上照顾问题，奥地利中期试案大幅缩小

了允许意定成年人代理行为的范围，日本也应该

同样考虑。关于医疗行为的同意与否，有很多值

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并没有时间探讨，作为留待

今后的课题。要提及的是，在《成年监护制度利用

促进法》中，协助成年被监护人进行医疗意思决

定的框架也成了检讨对象，这一今后的动向令人

关注。 

另外，关于财产管理、不动产的转让等日常财

产管理中所不包含的事项，应该得到法院的许可。

但问题在于，在通常的财产管理中，由于代理人

被授予了代理权，代理人是否可以理所当然地进

行代理行为，这是《公约》所告诫的。按照《公约》

之意图，在很多情况下，代理人应该提供协助让

本人去做。 

第四，法院对代理人的监督。 

在奥地利中期试案中，意定成年代理人应将

本人每年的生活情况和财产情况向法院报告。在

代理人所进行的财产管理中，法院若认为存在不

符合本人的幸福或有怀疑的情况，可以随时要求

代理人提供会计报告，并视情况依职权采取必要

的措施，例如，解除成年代理人的职务，选任新的

代理人。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成年代理人滥用权

限，被认为是必要的。在日本，即使是法定监督，

家庭法院的监督（对代理人的限制）也逐渐达到

了极限，但对意定成年代理人的监督是否可能仍

然是个疑问。委托与各地的家庭法院有密切关系

的成年监护中心（从目前的实际效果看，家庭法

院与成年监护中心形成了可以推荐监护人候选人

的信赖关系）进行财产管理的检查，是不是也可

以考虑？不过，要活用成年监护中心，须以人力

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且财政基础稳定为必要。 

关于法院的监督需要补充两点：首先，由意定

监护监督人进行监督难道不是舍近求远吗？今后

应考虑活用这个制度。不过，家庭法院不是通过

意定监护监督人间接地监督意定监护人，而应该

给予家庭法院根据必要直接监督意定监护人的权

限。3像奥地利中期试案，如果本人的幸福受到威

胁，家庭法院可随时利用职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护

本人的幸福（参照中期试案第 259 条第 4 款）。

其次，在授权内容为本人日常生活所需时，可以

考虑由各地的成年监护中心监督意定代理人的活

动，前提是成年监护中心的财政基础稳定。 

第五，总结。 

本文参考奥地利的改革方案，对现行日本意

定监护制度进行了部分修改。意定监护制度根据

授权内容的不同（以修改为前提的）能得到有效

的利用，如果有本人近亲属和本地金融机构的协

助，以成年监护中心为中心的活动之简易制度的

构筑也就能够考虑了。 

但是，由于存在通过意定监护（或意定代理）

无法处理的情况，因此，最终法定监护制度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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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作为一种制度留下来。参考奥地利法院选任

成年人代理的情况，有必要将法定监护限缩在非

常有限的范围内（这样日本的 3 种类型可能无法

维持），这可以作为以后的研究课题。 

另外，现行的意定监护法规定意定监护与法

定监护不能同时产生效力（《意定监护契约法》第

10 条第 3款）。意定监护人有问题而发动法定监

护的情况（意定监护人因为受限制而不能活动，

需要法定监护人）下，使二者同时并存应没有问

题，既然本人信赖，那么不是应该让意定监护人

履行职务吗？从这一点看，将来有必要对现行法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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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规范性文件 

【全文】上海市未成年人特别保护操作规程 

2022-07-07   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民政局 

https://mp.weixin.qq.com/s/vXEV13a22vdpAiZqrIQ7aw 

 

上海市未成年人特别保护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本市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公安部 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4〕24号）、《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推进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规〔2022〕4号）等

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情

形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给予应急处置、临时监

护和保障、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监护干预等特别

保护措施，适用本操作规程。 

第三条（定义） 

本操作规程所称的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情形，

包括因未成年人父母双方或其他监护人同时存在

监护缺失情形，或者一方存在监护不当情形，导

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料或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等危险状态。本操作规程所称的监护缺失，包括

下列情形： 

（一）因死亡（宣告死亡）、失踪（宣告失踪）、

失联、重残、重病、被执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和

措施、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原

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 

（二）因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正在接受治疗、

被隔离观察或者参与相关应对工作，无法履行监

护职责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操作规程所称

的监护不当，包括下列情形：（一）性侵害、出卖、

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的；（二）放任、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三）

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四）监护人

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

无人照料的状态；（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章 发现报告 

第四条（发现报告）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未成年人存在或疑似

存在监护缺失情形的，都有权向民政部门或者居

（村）民委员会报告。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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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未成年人存在或疑似

存在监护不当情形的，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

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具备先期核实条件的相关单位、机构、组织及

人员，可以对未成年人疑似遭受监护缺失、监护

不当的情况进行初步核实，并在检举、控告、报告

时将相关材料一并提交前述部门或单位。 

第五条（强制报告义务） 

国家机关、居（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

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

人处于、疑似处于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的情形，

或者面临危险的，负有强制报告义务。发现监护

缺失情形的，应当立即向民政部门报告。发现监

护不当情形或者面临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

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六条（信息共享） 

市民政部门牵头建立本市未成年人特别保护

信息交换平台。各级公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

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

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应当依法及时将

涉及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信息录入该平台，实现

信息共享。 

第三章 应急处置 

第七条（分类响应） 

居（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发现未成年人

有监护缺失情形或者接到有关报告的，应当立即

介入，调查了解未成年人家庭监护情况。居（村）

民委员会还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 

公安部门发现未成年人有监护不当情形或者

接到有关报告的，应当立即出警处置，制止正在

发生的侵害行为。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应当立

即立案侦查，并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就

医、鉴定伤情。有关单位和个人认为公安部门应

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公安、民政、教育及其他部门和居（村）民委

员会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监护缺失或者监

护不当情形，或者接到有关报告，但不属于本单

位处理权限的，按照本条前两款规定，区分监护

缺失和监护不当的情形，及时转交给相应的民政、

公安部门，或者告知相关居（村）民委员会。 

第八条（对监护缺失情形的应急处置措施） 

对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居（村）民委员会或

者民政部门应当及时与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联系，听取未成年人意见，并与相关部门做好

衔接。必要时，应当于发现或接报后十二小时内

确定合适的临时照料人；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临

时照料人的，原则上经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同意，签署委托照料协议书，街道办事处、乡镇

人民政府应当指导督促居（村）民委员会落实临

时生活照料措施，并提供相关支持保障。 

无法联系到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通报公安部

门查找。 

没有居住场所或因客观原因无法在社区照料

的，由街道（乡镇）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提供临

时生活照料等庇护措施。街道（乡镇）的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站不具备庇护条件的，应当及时转送至

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对于需要医疗救治、

体检或医学隔离观察的未成年人，应当先送至定

点医疗机构或隔离观察点救治或观察。 

第九条（对监护不当情形的应急处置措施）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

需要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责临时生活照料

的，应当将其送到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指定的医疗

机构体检或救治，并根据需要开展对该未成年人

其他监护人的查找工作。 

公安部门、定点医疗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应当建立闭环工作机制，及时办理移送交

接手续，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及时、妥善的保护。 

第十条（对监护人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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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下落不明的未成年人，

公安部门应当立即核查未成年人身份，全力查找

其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必要时应当及时采集其 DNA，

录入数据库比对，六个月内查找不到的，公安部

门应当向承担未成年人临时监护职责的居（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提供查找结论，并协同开

展后续处置工作。 

第十一条（对监护人的后续处理措施） 

公安部门在接到报告或者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监护不

当情形、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存在监护不当情形，但情节特别轻微，或者

符合其他情形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监护人，

接报公安部门应当视情形对实施加害行为的监护

人进行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送

交实施加害行为的监护人、受害人，并可以通知

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未成年人临时

生活照料场所。 

公安部门在对实施加害行为的监护人作出批

评教育、出具告诫书或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后，应

当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居（村）民委员会或者区

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和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

对实施加害行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进行查访，

监督实施加害行为的监护人不再实施加害行为。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

现因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或受到侵害时，可以依法向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

令、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

育指导。 

第四章 临时监护与相关保障 

第十二条（临时监护） 

依法需要临时监护的，居（村）民委员会或者

区民政部门应当及时落实临时监护措施。临时监

护一般不超过一年。 

对临时监护的未成年人，可以采取委托亲属

抚养、家庭寄养、邻里照护等方式，或者交由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具体承担临时监护职责的机构和个人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做好未成年人生活照料、医疗救治

和预防接种、教育、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工作，

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不得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必要时，可以依法向未成年人住所地、监护

人住所地或侵害行为地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 

第十三条（临时监护的终止） 

临时监护期间，监护人重新具备履行监护职

责条件，或者已依法重新确定其他监护人的，临

时监护职责终止。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治愈出院、结束隔离

等原因重新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应当在提

供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出院证明、相关健康

医学证明等材料的前提下，及时接回未成年人，

终止临时监护。 

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失散的未成年人，其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认领的，能够确认监护

关系且适龄未成年人能够辨认的，可由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领回。因未成年人年幼无法辨认父母

或者监护人的，应当通过采集 DNA 鉴定方式予以

确定。 

临时监护期间，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要求照料未成年人的，经公安部门或者居（村）民

委员会确认其身份后，履行临时监护职责的居（村）

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可以将未成年人交由其照

料。 

履行临时监护职责的居（村）民委员会或者民

政部门委托亲友等其他人临时照料的，应当办理

书面交接手续，并书面告知临时照料人有权依法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撤销监护人资

格。 

第十四条（保障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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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成年人家庭经济困难且符合有关社会

救助、社会福利政策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居（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指派专门

人员协助其提出相关保障申请。符合本市困境儿

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认定条件的，应当及时将其

纳入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未

成年人的救治工作。定点医疗卫生机构、临时治

疗点或集中医学观察点应当设立专门区域，及时

安置需要治疗或医学观察的未成年人，针对未成

年人特殊需求配备专门的护理人员，条件允许的

可以安排亲子照料陪护。 

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加强适龄未成年人的就

学保障指导和服务。 

第十五条（市区协同） 

承担临时监护职责的区民政部门，不具备对

三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照料条件或有其他特殊情况

的，经报请市民政局同意后，可以书面委托市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市儿童福利院代为临时照

料，期限一般不超过三个月。委托临时照料期间，

未成年人的保障费用和其他监护责任仍由相关区

承担。 

协议到期后因场地、查找不到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等客观条件所限不能接回未成年人的，相关

区民政局可以向市民政局申请延长临时照料期，

临时照料期的延长不超过六十日。延长期满仍不

接回未成年人的，市民政局应当书面督促责任区

有关部门加快采取监护干预等措施。 

第五章 家庭监护能力评估 

第十六条（家庭监护能力评估的启动情形） 

对于存在监护缺失或者监护不当情形的下列

家庭，民政部门、公安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等拟采取监护干预措施的，应当根据需要及时

启动对该未成年人家庭的监护能力评估： 

（一）经应急处置，由居（村）民委员会、民

政部门承担临时监护职责的； 

（二）被公安部门给予治安处罚、出具告诫书

或训诫的； 

（三）被人民检察院训诫或出具督促监护令

的； 

（四）被人民法院训诫或出具家庭教育指导

令的； 

（五）其他存在监护能力不足或监护侵害行

为的。 

第十七条（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机构） 

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可以由相关部门委托市、

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委托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等专业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实施。 

评估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登记成立； 

（二）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规范； 

（三）业务范围包含社会调查或者评估，或者

具备评估相关经验； 

（四）有五名以上具有社会工作、法学、医学、

心理学等专业背景或者从事相关工作两年以上的

专职工作人员； 

（五）开展评估工作所需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工作要求） 

评估机构应当按照本市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有

关地方标准，选派两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背景或

者从事相关工作两年以上的专职工作人员组成评

估小组，对未成年人的家庭开展监护能力评估。 

评估机构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报告。

评估结果分为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三个等级，

作为监护能力认定、监护干预或者恢复监护人监

护资格的参考依据。 

第六章 监护干预 

第十九条（督促监护人领回） 

经家庭监护能力评估，评估结论为低风险，或

通过其他方式认定监护人重新具备履行监护职责

条件的，承担临时监护职责的居（村）民委员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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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应当及时通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领回未

成年人。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在三日内领回未成年

人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领

回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与承担临时

监护职责的机构或个人另行约定接回时间。期间，

需要探望的，应当凭身份关系证明和个人有效身

份证件进行探望。在约定时间内未领回未成年人

的，承担临时监护职责的机构和个人应当报请民

政部门协助未成年人返回家庭，必要时公安部门

应予协助。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领回未成年人后，民政部

门应当将相关情况向未成年人所在学校以及公安

部门、居（村）民委员会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应

当对通报内容予以保密。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对

监护人的监护情况，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等情

况进行随访。 

第二十条（会商启动干预） 

对存在监护不当情形的未成年人，被临时监

护满三个月，但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继续拒绝、

怠于或不宜履行监护职责的，或者存在监护缺失

情形的未成年人被临时监护满一年，应当启动会

商程序，由民政部门牵头，会同公安部门、检察机

关、教育部门、妇联、居（村）民委员会、所在学

校、未成年人亲属以及监护能力评估机构等进行

会商，研究后续处置措施。对未成年人实施故意

伤害、性侵等严重犯罪行为的，自认定犯罪判决

生效之日起，即可启动监护干预会商程序。 

各会商单位根据案件侦办查处情况说明、家

庭监护能力评估结果和监护人悔改、接受教育辅

导等情况，并征求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本人意

见，形成书面会商结论。 

第二十一条（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 

根据会商，认定监护人继续拒绝或者怠于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仍然存在使未成年人面临严重

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危险状态情形的，承担临

时监护职责的机构和个人可以根据人民检察院的

书面建议或自行决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

资格，也可以建议其他监护人、本市户籍的监护

人所在居（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和个人向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 

涉嫌遗弃等刑事犯罪的，公安部门应当予以

刑事立案侦查。认为公安部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或

者向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申请。 

第二十二条（判后安置） 

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

监护人的，由市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承担

抚养职责的儿童福利机构可以依法送养未成年人，

送养未成年人一般应当在人民法院做出撤销监护

人资格判决一年后进行。监护人因对未成年人实

施故意犯罪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不受

一年后送养的限制。 

第七章 工作保障与监管 

第二十三条（分级承担与保障） 

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市、区

两级根据职责分工，分别由同级财政部门承担未

成年人特别保护工作的相关经费。 

区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责本辖区户籍

未成年人、父母双方或一方是本辖区户籍或持有

《上海市居住证》以及无法查找生父母但已事实

生活在本辖区未成年人特别保护工作，统筹建设

和管理本区困境未成年人照料床位，用于满足本

区未成年人应急保护、临时监护等服务保障需求。 

市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责非本市户籍

或难以界定区级责任的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相关

工作，承担非本市户籍困境未成年人的跨省协调

和转介工作。 

定点医疗机构对特别保护的未成年人体检及

医疗救治费用，按照疑似弃儿救治费用渠道予以

保障。 

第二十四条（监护监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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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等进行

监督，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监护监督制度，针

对家庭监护能力状况评估等级为中、高风险的未

成年人及家庭，会同相关部门选任一名或数名监

护监督员对监护人进行监督。 

监护监督员应当对监护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

监护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督促，加强对监护人

监护行为的指导和帮助，紧急情况下对监护人的

监护行为、监护状况进行临时调查，根据调查情

况申请对监护人采取相应的教育和惩戒措施，并

根据调查情况申请提高或降低监护状况的风险等

级。 

对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监护人，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或者

依监护监督员、有关参与单位的申请，结合具体

情况，依法决定对怠于履行监护职责、侵害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教育

惩戒措施： 

（一）训诫或督促公安部门训诫； 

（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三）建议公安部门治安处罚；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措施。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参照适用） 

被拐卖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参照适用本操作

规程。 

第二十六条（事发地牵头职责） 

本操作规程中规定的各项工作措施，应当按

照属地原则，由事发地的居（村）民委员会、街道

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相关区级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实施。未成年人或未成年人父母一方为

本市户籍的，事发地在作应急处置后，可以转至

户籍地后续处置。 

第二十七条（实施日期） 

本操作规程自 2022年 7月 6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 2027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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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书籍推荐 

荐书 | 《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莫莉·卡莱尔 | 湖

南人民出版社 | 2021 年 06 月 

2022-05-02   家事法苑 (澳)莫莉·卡莱尔 

https://mp.weixin.qq.com/s/5yWhqbwi3Q2WAJipajcOYw 

 

书籍简介 

作者：(澳)莫莉·卡莱尔 

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 06月 

开 本：32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78755612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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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关于死亡，我们谈论得越多，我们的害怕就越

少 

“死亡谈话者”、“濒死纪念日”国家大使

莫莉重磅力作 

死亡不是人类的“敌人”或药物无效的结果，

而是人类生存的正常顶点。每个人都有权作出自

己的选择，掌握自己的人生。 

媲美《最好的告别》，每个人一生必读的一本

书，面对衰老、疾病和死亡问题的最佳心理辅导

读物 

内容简介 

当你所爱之人去世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在

处理情感的同时如何处理实际问题？人们一次又

一次地面对这种情况，在他们的“健康”岁月里，

从未真正意义上地讨论过这种情况，那时死亡和

垂死似乎是如此抽象和遥远。然而所有证据都告

诉我们，在整个人生过程中越有情感上的智慧，

就越有可能处理重大的创伤事件。莫莉·卡莱尔

（Molly Carlile）通过叙述来直面这个主题，阐

明了围绕死亡的两个实际问题。但更重要的是，

情感问题。她的工作向我们简要介绍了看似不可

能的决定，因此，在准备更进一步的指引并做出

明智的决定之前，这是一本必读的文章，可以使

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与随和和热情相伴的是，她

用一种独到的写作方式迫使我们在为时已晚之前

就我们的生活和死亡进行最重要的对话。 

作者简介 

莫莉·卡莱尔（Molly Carlile ）是一位屡

获殊荣的死亡和悲伤专家，是姑息治疗活动家，

作家和国际演讲者。在健康，生命终结，咨询，教

育和医疗保健管理方面拥有广泛的学术资格，并

拥有着 20 多年的实践经验。她被称为“Death 

Talker”，旨在帮助人们了解死亡和悲伤，从而充

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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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了解死亡文化与学习阅读、学习数数、谈论感

情以及建立人际关系一样重要。首先，我们自己

应该充分了解有关死亡的传统文化，然后将我们

所理解的信息完整地传达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

对涉及死亡的谈话有所准备，不会感到不自在，

而且还能对悲伤的人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之心，只

有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家族社群中将死亡文化传

承下去。 

一些建议 

该做的事情： 

开诚布公地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如果你不知

道答案，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会找到答案，然后再

告诉他们。也许你们可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根据他们的年龄，使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停下

手中的活儿，集中精力进行交流并回答他们提出

的问题。解释死亡是什么之后，重申一遍你们家

的精神信仰。抓住每一个机会谈论死亡（例如，当

你看到一只死鸟或其他死去的动物时，或者有与

你家人不亲近的人去世时）。向孩子们表达自己

的悲伤。如果有亲人死了，孩子们看到我们并不

悲伤，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悲伤有些不正常。如

果我们静静地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我们

很悲伤，或者告诉他们我们很想念这个逝者，那

么，通过这个机会，可以与孩子们分享失去亲人

的痛苦和悲伤。对孩子们来说，让他们了解每个

人的悲伤方式各不相同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可

能会很伤心，不停地哭泣，而有些人可能会很安

静，不想说话。所以，需要让孩子们知道，无论他

们感觉如何都是正常的。让孩子们有机会参加葬

礼，并通过解释葬礼上发生的事情来准备葬礼。

鼓励孩子们想办法记住已故的自己爱的人。这类

方法很多，比如让孩子们给逝者画一幅图像，让

孩子们告诉你他们对逝者的印象，或者鼓励他们

写下自己的故事，或画出他们的感受。 

不该做的事情： 

当孩子们问起有关死亡的问题时，请不要试

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转移话题。比如，他们问

到“妈妈，有一天你会死吗”这类问题时，你要

如实地回答。如果你没有如实回答，以后你意外

死亡了，则可能会让孩子们变得不再相信未来。

“妈妈说过，她要等到年纪大了才会死。可是，她

现在死了。妈妈告诉过我，她不会死的。”不要使

用委婉语。如果你说“奶奶睡着了，不会醒来了”

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孩子们担心同样的事情会发

生在他们身上。同样，如果我们对孩子们说“我

们失去奶奶了”之类的话，也容易让他们感到困

惑不解。如果你说得这么委婉，孩子们心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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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想：既然只是“失去”，那我们仔细找找，肯定

还是能找回来呀。同时，使用“仙逝”或“住在

天堂”这样的词语，也容易让孩子们和年轻人感

到困惑不解。如果有就在身边的亲人即将死去，

请不要对孩子隐瞒。你应该跟他们讲解这个人快

要死了，同时给他们机会探望，并跟他们讲解，为

什么这个人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有些人认为，

最好让孩子们记住垂死之人患病之前的模样。然

而，随着垂死之人的离世，这样做可能会让孩子

们更加难以接受他们离世的事实，因为孩子们最

后一次见他们时，他们都还是活生生的人，身体

都很健壮。和垂死的亲人待在一起，也使孩子们

有机会跟他们说“再见”或“我爱你”，这对孩

子们和垂死之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请不要对孩子们隐瞒你的悲伤。如果他们看

不到死亡对你有影响，他们可能会认为你不在乎

逝者，或者你不像他们那样爱着逝者。 

应该让孩子们参与葬礼、丧礼或火葬等仪式。

给他们讲解这些仪式中发生的事情和其原因，然

后让他们做一些选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孩

子们来说，看到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其他人因一个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的去世而悲痛欲绝，可能

是一种安慰。让孩子们参与这些仪式，见到有多

位深爱逝者的成年人参与的场面，可以强化他们

的心灵，让他们正常地融入这种失去亲人的情感

当中。 

家庭中重要成员的死亡，对无论处于哪个年

龄段的儿童都会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在他们年轻

的时候就以其易理解的方式真诚地告知和教育他

们，他们就会对“死亡”的含义有一个基本的理

解。这样，当身边的亲人死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感

受到周围人们共同的悲伤经历。通过回答问题、

分享感受、预测恐惧并消除恐惧等形式，鼓励孩

子们将死亡视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与所有其

他人生课程一样，这需要我们跟孩子们不断地进

行交流。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他们的好奇

心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

备，给他们做出更详细的讲解，并回答他们提出

的更复杂的问题。从这个时候起，孩子们会开始

问及关于人生意义、目的和来世的问题。所以，作

为成年人，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事情，考虑怎么回

答这些问题，从而帮助我们的年轻人走向成熟。 

以上信息资料、图片来自京东网，如若购买请直接登录该

网站。 

新书｜《德国家庭法》2022 版与 2010 版比较 

原创：2022-07-14  随民言法  猫熊 

https://mp.weixin.qq.com/s/aK5kOLCgnu2KIjJguDYyQg 

昨日发售的 2022 版《德国家庭法》(施瓦布

著、王保莳译）刷屏了朋友圈，其中原因是 2010

版《德国家庭法》在网上被炒作至四百多元人民

币一本，一时洛阳纸贵，仅从该书的受欢迎程度

可见一斑！ 

本人根据 2010 版与 2022 版的内容，简单透

露新版《德国家庭法》不同点，德文翻译在此不论，

一是篇章结构大体未变，调整了部分篇章的顺序，

如将 2010 版中“第五篇 登记的生活伴侣关系”

调整至第二篇、“第四篇 非婚共同生活的法律问

题”调整至第三篇，突出了同性伴侣关系、非婚

关系与婚姻关系具有类似的地位，也符合欧洲消

除妇女歧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趋势。二是修改

了部分用语，语言更加精炼，如在财产制中将“增

益”修改为“净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夫

妻剩余财产作了新修，强化了夫妻共同财产处置

的公平适用，由此可知“净益”更多是分割后的

财产处分，而“增益”的计算在婚姻存续期间即可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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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三是新增了部分内容，如分居中的扶养、家

庭用具、婚姻住宅、反家庭暴力保护；非婚共同生

活中的历史发展、问题的提出、基本方案；生活伴

侣关系的设立中的生活伴侣关系的无效设立等。

四是语言的调整，主要是换了一种表述，如将母

的身份、父的身份调整为母子关系、父子关系；人

的照顾调整为人身照顾；作为判断标准的自律最

佳利益调整为作为判断标准的子女利益等，这方

面的调整是最多的。（下文有详细的标注） 

 

为了方便大家直观感受 2022 版与 2010 版的

不同，特在 2022 版目录中标注了不同点（蓝色

标注，2010：*****）,包括了表述、增减、调

整等，具体请参见下文目录比较。 

德国家庭法（2022 版） 

导  论 

第一节 家庭和家庭法 

第二节 家庭法、《基本法》和《欧洲人权公

约》 

（2010：家庭法、基本法和欧洲人权保护公

约） 

第三节 家庭法和德国的统一 

第四节 家事事件的法院审判籍 

第五节 家庭法常用文献资料 

第一编 婚 姻 法 

第一章 婚姻法导论 

第六节 基本结构 

（2010：国家和宗教之间的婚姻法） 

第七节 对婚姻的不同理解 

第二章 婚约 

第八节 概念和历史发展 

   第九节 法律效果 

第十节 法律性质 

第十一节 基于第 1298 条和第 1299 条的请

求权 

第三章 结婚 

第十二节 概述 

第十三节 结婚法的基本结构 

（2010：有关结婚法的结构） 

第十四节 结婚行为 

一、作为身份契约的婚姻 

二、结婚的准备程序 

三、户政人员的强制协助 

（2010：民事身份官员的强制协助） 

四、结婚的意思表示 

第十五节 结婚的人身条件 

（2010：人的方面的结婚条件） 

第十六节 意思表示瑕疵 

第十七节 “虚假婚姻” 

（2010：虚假婚姻 Scheinehe） 

第十八节 结婚禁止 

（2010：婚姻的禁止原因） 

一、含义 

二、因存在婚姻或生活伴侣关系的结婚禁止 

（2010：由于存在婚姻或生活伴侣关系的婚

姻禁止原因） 

三、血亲间的结婚禁止 

四、基于收养的结婚禁止 

第十九节 婚姻的废止 

第四章 婚姻共同生活 

第二十节 含义 

第二十一节 婚姻的共同权利和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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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则 

二、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 

第二十二节 料理家务和从事职业 

（2010：家务料理和从事职业） 

第二十三节 在配偶企业中的协作 

一、协作义务的类型 

二、对于已履行协作的补偿 

三、损害赔偿请求权 

第二十四节 婚姻义务在法律上的实施 

一、概述 

二、确立婚姻共同生活的程序 

三、人身性的婚姻义务 

（2010：由于存在婚姻或生活伴侣关系的婚

姻禁止原因） 

四、经济性的婚姻义务 

五、配偶之间注意义务的范围（第 1359 条） 

六、针对妨害婚姻的第三人之请求权 

第二十五节 扶养义务 

第二十六节 日常家事代理权 

一、概述 

二、行为范围 

三、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确认 

（2010：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实现） 

四、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排除、限制和终止 

五、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效果 

六、附论：在健康领域中的辅助 

（2010：无） 

第二十七节 所有权推定 

第二十八节 婚姻姓氏 

一、历史 

二、不确定共同婚姻姓氏 

三、决定共同婚姻姓氏 

四、姓氏附件的选择 

五、婚姻解除导致的姓氏变更 

（2010：六、伴侣姓氏和婚姻姓氏的平等对

待） 

第五章 婚姻财产制 

第二十九节 概述 

一、概念和意义 

二、法定婚姻财产制：净益共有制（概述） 

三、约定分别财产制 

四、约定一般共有制 

（2010：二、分别财产制 

三、财产一般共有制 

四、财产增益共有制） 

第三十节 夫妻财产合同 

一、契约自由，夫妻财产合同的形式 

二、夫妻财产合同中可以约定的内容 

三、法院对合同内容的审查 

四、和财产制无关的其他财产性合同 

（2010：财产制之外的财产合同） 

第三十一节 婚姻财产制的登记 

（2010：夫妻财产制的登记） 

第三十二节 财产净益共有制对法律行为的

限制 

一、概述 

二、根据第 1365条需要同意的法律行为 

三、根据第 1369条需要同意的法律行为 

四、对需要同意之行为的变通处理 

第三十三节 净益补偿：补偿请求权 

一、前提条件 

二、补偿请求权的确定和计算 

三、初始财产的特殊情况 

四、终结财产的特殊情况 

五、补偿请求权的数额及其限制 

六、先前给予的财产的算入 

七、第 1381条规定的抗辩权 

八、请求权的方式和实施 

九、举证责任和答复询问请求权 

十、提前的净益补偿 

（2010：提前的增益补偿） 

十一、关于净益补偿的约定 

（2010：关于增益补偿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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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十二、增益补偿之外的其他补偿请求

权） 

第三十四节 婚姻财产制之外的其他财产关

系 

一、概述 

二、配偶之间的给予补偿 

三、对于已履行协作的补偿 

四、配偶间的一般请求权和婚姻财产制规定

的关系 

（2010：通过继承法实现的增益补偿） 

第六章 离婚和分居 

第三十五节 离婚法导论 

第三十六节 离婚程序 

第三十七节 离婚原因 

一、婚姻的破裂 

二、破裂的推定 

三、第 1565条第 2款规定的附加条件 

四、第 1568条规定的苛刻条款 

五、协议离婚 

第三十八节 分居 

一、分居的条件 

（2010：条件） 

二、父母照顾 

（2010：法律效果） 

 三、扶养 

（2010：无） 

四、家庭用具（第 1361a条） 

（2010：无） 

五、婚姻住宅（第 1361b条） 

（2010：无） 

六、反家庭暴力保护 

（2010：无） 

第三十九节 离婚后的扶养 

一、概述 

二、因照管子女之扶养（第 1570条） 

    三、其他的扶养费请求权条件 

    四、适当的职业（第 1574条） 

    五、请求权的竞合 

    六、生活需要和扶养费数额（第 1578

条） 

七、应当扣除的权利人收入 

（2010：二、扶养的条件 

三、扶养费的计算 

四、应当扣除的权利人收入） 

八、有限给付能力 

九、顺位问题 

十、根据公平原则降低扶养费或设立时间限

制（第 1578b条） 

十一、严重不公平（第 1579 条） 

（2010：重大的不公平，第 1579条） 

十二、给予扶养费的方式 

十三、关于离婚后扶养费的约定（第 1585c条） 

（2010：离婚者关于扶养的协议，第 1585c条） 

十四、子女扶养费的主张 

第四十节 养老金补偿 

（2010：供养补偿） 

一、概述 

二、应当进行补偿的权利 

三、补偿限于婚姻期间取得的部分 

（2010：补偿限于婚姻期间的部分） 

四、养老金补偿的一般形式：价值补偿 

（2010：供养补偿的一般实施方式：价值补

偿） 

五、债法上的补偿 

六、对养老金补偿的约定 

（2010：对供养补偿的约定） 

七、抗辩 

八、程序和答复询问义务 

第四十一节 离婚后对婚姻住宅和家庭用具

的处理 

一、规范意义 

二、婚姻住宅 

三、家庭用具 

（2010：婚姻家庭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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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程序 

第二编 登记的同性生活伴侣关系 

（2010：登记的生活伴侣关系） 

第四十二节 导论 

（2010：新的法律制度） 

第四十三节 生活伴侣关系的设立 

一、条件 

 二、设立伴侣关系的障碍 

 三、生活伴侣关系的无效设立 

（2010：无） 

 四、意思表示瑕疵 

（2010：生活伴侣关系的设立瑕疵） 

第四十四节 姓氏 

（2010：生活伴侣的姓氏） 

第四十五节 法律效果 

一、法律关系的内容 

二、其他效果 

第四十六节 财产制 

第四十七节 对生活伴侣子女的效力 

（2010：对生活伴侣一方之子女的影响） 

第四十八节 分居 

第四十九节 生活伴侣关系的解除 

一、概述 

二、作为“离婚”的废止 

（2010：“离婚”） 

三、废止的后果 

第三编 非婚共同生活的法律问题 

（2010：第四篇 非婚共同生活的法律问题 

第五十节 概述 

一、历史发展 

（2010：无） 

二、问题的提出 

（2010：无） 

三、基本方案 

（2010：无） 

第五十一节 法律适用 

一、概述 

二、无需当事人选择而适用的法律规定 

三、明确的约定 

四、推定或默示的约定 

第五十二节 若干具体问题 

一、房屋租赁 

（2010：租赁的房屋） 

二、家庭用具 

（2010：家庭物品） 

三、扶养 

（2010：无） 

四、一般财产关系 

 五、子女 

（2010：继承权） 

六、继承权 

（2010：子女法） 

第四编 亲属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 

（2010：第二篇 父母子女关系） 

第一章亲属关系 

（2010：血亲关系） 

第五十三节 概念 

第五十四节 法律效果 

第二章 父母子女关系法概述 

第五十五节 从父权到子女权利的演进 

第五十六节 父母责任 

第五十七节 统一的父母子女关系法 

第三章 出身 

第五十八节 导论 

第五十九节 母子关系 

（2010：母的身份） 

第六十节 父子关系 

（2010：父的身份） 

 一、概述 

 二、通过婚姻取得父亲身份 

（2010：基于婚姻的父的身份） 

 三、通过认领取得父亲身份 

（2010：根据承认取得父的身份） 

 四、父亲身份的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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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父的身份的撤销） 

 五、通过法院确认父亲身份 

（2010：通过法院裁判确定的父的身份） 

 六、人工生育中的特殊问题 

知晓自己出身的权利 

（2010：知悉自己出身的权利） 

第四章 父母子女关系的一般效力 

第六十一节 子女姓氏 

一、概述 

（2010：概述。名） 

二、家庭姓氏的确定原则 

（2010：家庭姓氏的决定——原则） 

三、嗣后的姓氏变更 

（2010：嗣后的姓氏变更） 

四、姓氏的授予（第 1618条） 

（2010：姓氏的给予，第 1618条） 

第六十二节 扶助和体恤 

（2010：帮助和体恤） 

第六十三节 子女提供劳务的义务（第 1619

条） 

第五章 父母照顾 

第六十四节 概念 

第六十五节 父母照顾权的取得 

一、概述 

二、婚生子女的父母照顾 

三、非婚生子女的父母照顾 

（2010：二、直接根据法律获得的父母照顾 

三、根据照顾的意思表示建立的父母照顾 

四、根据法院判决取得的父母照顾） 

第六十六节 人身照顾 

（2010：人的照顾） 

一、内容和权限 

二、作为判断标准的子女利益 

（2010：作为判断标准的子女最佳利益） 

第六十七节 法定代理 

一、基本原则 

二、共同代理 

三、法定代理权的限制：概述 

四、需要法院许可的行为 

（2010：需要法院批准的行为） 

五、因潜在利益冲突而排除代理权 

（2010：由于可能的利益冲突而发生的排除） 

第六十八节 共同照顾中的意见分歧 

第六十九节 父母意愿和子女自决 

第七十节 对父母照顾权的保护 

一、作为法律地位的父母照顾权 

二、根据第 1632条第 1款的返还请求权 

三、根据第 1632条第 2款的交往决定权 

第七十一节 第三人的参与 

一、允许 

（2010：同意） 

二、家庭照料 

三、对再婚家庭的保护 

四、任命保佐人 

第七十二节 财产照顾的特征 

一、概述 

二、财产管理的规则 

三、子女财产的使用 

第七十三节 父母子女之间因实施照顾产生

的请求权 

（2010：由于实施父母照顾而产生的父母子

女之间的请求权） 

第七十四节 国家对父母照顾权的支持 

一、导论 

二、家事法院的支持 

三、青少年局的辅佐 

四、儿童和青少年救助 

第七十五节 国家监督机关 

作为基础规范的第 1666条 

（2010：第 1666条作为基础规范） 

 二、对子女人身利益的危害 

（2010：子女人身方面的最佳利益受到危害） 

 三、对子女财产的危害 

 四、青少年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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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父母受阻情况下的法院措施 

 第七十六节 父母照顾权的变更 

 一、概述 

 二、父母照顾权的暂停 

（2010：父母照顾的停止） 

 三、父母照顾权的终止 

第七十七节 分居和离婚情况下的父母照顾 

一、导论 

二、照顾权并非离婚程序的必备内容 

（2010：照顾权：并非离婚诉讼的必备内容） 

三、共同照顾权依法继续存在 

四、根据申请获得单独照顾权 

（2010：委托的单独照顾权） 

五、根据第 1666条调整照顾权 

（2010：根据第 166条处置照顾权） 

六、对非婚生子女的特别规定 

（2010：对非婚生子女之母的单独照顾权的

特殊规定） 

七、相关程序 

八、照顾权裁判的变更 

第七十八节 交往权和答复询问请求权 

（2010：交往权和询问权） 

一、子女和父母的交往 

（2010：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交往） 

二、子女和其他人的交往 

（2010：其他人的交往权） 

三、和亲生父亲的交往（第 1686a条） 

        （2010：无） 

四、答复询问请求权 

（2010：三、询问权） 

第六章 收养子女 

第七十九节 概述 

第八十节 收养的条件 

一、概述 

二、收养中的同意 

（2010：收养中的允许） 

三、收养照料行为 

（2010：收养照料） 

第八十一节 收养宣告及其效力 

（2010：收养宣告及其效果） 

一、家事法院的裁判 

二、收养的效果 

第八十二节 收养的废止 

第七章 扶养法 

第八十三节 扶养义务概述 

第八十四节 血亲间的扶养义务 

（2010：血亲之间的扶养义务） 

一、条件、内容和限制 

二、扶养费请求权和扶养义务人的竞合 

三、扶养费的追索 

第八十五节 父母对子女的扶养义务 

一、强化的扶养义务 

（2010：较重要的扶养义务） 

二、扶养需求 

三、履行给付的能力 

四、扶养费的一般标准 

五、培训费用 

（2010：培训的费用） 

六、扶养的方式 

（2010：扶养的类型） 

七、显失公平条款 

（2010：苛刻条件） 

八、子女主张扶养费的简易程序 

第八十六节 对非婚生子女的特殊规定 

一、子女的扶养费 

二、照顾子女之母的扶养费 

三、父亲因照顾子女的扶养费 

（2010：父的照料扶养费） 

第八十七节 附论：婚嫁立业资财 

第五编 监护、保佐和照管 

（2010：第三编、监护、保佐和照管） 

第一章 监护 

第八十八节 概述 

第八十九节 监护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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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节 监护人的选择和任命 

（2010：对监护人的选择和任命） 

第九十一节 行使人身照顾 

（2010：人的照顾的行使） 

第九十二节 法定代理 

第九十三节 行使财产照顾 

（2010：财产照顾的行使） 

第九十四节 监护人和受监护人之间的法律

关系 

第九十五节 监护终止和监护人职务终止 

第二章 保佐 

第九十六节 概述 

第九十七节 保佐的类型 

第三章 法律照管 

第九十八节 导论 

第九十九节 照管人的任命 

一、条件和范围 

二、照管人选 

第一百节 照管的法律关系 

第一百零一节 照管人的解任和照管终止 

法条索引（《德国民法典》） 

内容索引 

荐书 | 《德国家庭法》 | [德]迪特尔·施瓦布 著 王葆莳 译 | 法律

出版社 | 2022 年 06 月 

2022-07-17  家事法苑  迪特尔·施瓦布 

https://mp.weixin.qq.com/s/KaNdg2GQIYgnL-dR-g3y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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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迪特尔·施瓦布 著  王葆

莳 译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 06月  

开 本：32开 

页数：647 

包 装：平装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787519765514 

内容简介 

德国家庭法是针对德国家庭的规范体系，根

据立法者的设想来发展私人生活。但法律和现实

毕竟存在差距，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不会完全

按照法律、而更多的根据个人设想和生活习惯来

安排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很多家庭并没有

受到众多改革法案的影响。人们通常也并不在意

法律的规定，直到发生某种特殊事项如离婚时，

他们才蓦然发现法律已经渗入他们的生活。本书

限于讨论家庭在法律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对德国

家庭的现实情况进行全面描述。 

作者和译者简介 

迪特尔·施瓦布（Prof. Dr. jur. Dr. jur. 

h. c. Dieter Schwab），1935 年出生于维尔茨

堡，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维尔茨堡大学学习法律，

1960年在维尔茨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66年在

波鸿大学完成教授资格论文，1968 年-1974 年在

吉森大学任教，1974 年-2000 年在雷根斯堡大学

担任教席教授，2000年从雷根斯堡大学退休后被

耶拿大学聘为委任教授。施瓦布教授不仅专注于

家庭法的理论研究，也密切关注德国家庭法的立

法实践，参与了多项家庭法规的制订，同时长期

担任德国家庭法研究学会名誉主席、国际家庭法

协会会员和《家庭法大全杂志》主编。 

王葆莳，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

法学硕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国际

私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婚姻法研究会理事，

仲裁员，兼职律师。先后在湘潭大学、西北政法大

学、海德堡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主要研究方向

为国际私法、家事法和继承法，代表性成果包括

《德国家庭法》《德国继承法》《德国家事事件和

非讼事件程序法》《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

研究（家庭法篇）》《国际私法中的先决问题研究》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国际私法）》。 

德文第 26 版序言 

利用本次修订机会，作者对全书结构重新调

整。截至目前，本书在结构上首先安排德国《民法

典》第四编的内容，之后才是民法典以外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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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其他制度。这种体例导致有关登记生活伴侣

关系和非婚共同生活关系的内容被置于末尾。其

内容和婚姻制度密切关联，体例上却相隔甚远，

加之德国在 2017年正式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故有

必要重新构建伴侣关系法。相应的，新版缩减关

于登记生活伴侣的内容，增加关于未登记之共同

生 活 关 系 （ nicht registrierten 

Gemeinschaften）的论述。 

但本书的目标和风格并未改变。作者致力于

对德国家庭法最新状况进行清晰且全面的论述，

既可为初学者展示家庭法这一领域的相关问题，

也能帮助专业人士在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中及时

把握最新动态。本书采用多种方式展示知识体系：

通过案例解读相关知识、通过概述帮助把握方向、

通过解题思路帮助法律适用。各章节附有参考文

献，供进一步深入研读。 

本书展示了最新的立法、判例和文献，尤其是

本届议会在任期届满之前（2017年）通过的大量

改革法案：《允许同性别人缔结婚姻的法律》《反

对童婚（Kinderehen）的法律》《禁止滥用父亲身

份承认的法律》《对剥夺子女自由措施增加批准

义务的法律》，以及《关于被照管人强制医务措施

的法律》 

和本书配套使用的是案例分析手册——《家

庭法自测题》，贝克出版社 2013 年第 12版。 

向本书的使用者致以友好的问候，并祝学有

所成。 

中文版序言（2019 年版） 

在德国，家庭法主要规定在 1900年 1 月 1日

生效的《民法典》中。该法典颁布后，德国家庭法

不断变化。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1900 年和 2019 年

的法律文本，就会发现家庭法领域几乎全部重建，

原先的规定已经面目全非。 

家事法领域的改革在最近几十年尤其活跃。

二十世纪末期以来，每年都会有涉及家庭法修订

的改革法案。这不仅是社会状况急剧变化的标志，

也体现了家庭理论观念和社会看法的转变。改革

的对象不仅包括“旧法”，也包括一些刚颁布不

久的新法。 

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是宪法观念，后者源自德

国《基本法》和其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对家庭法进行根本性修订，

以贯彻男女平等原则（《基本法第 3条第 2款》。

1976年的《婚姻法和家庭法改革第一号法律》具

有基础性作用，在形式上实现了男女权利平等。

之后的养老金补偿法和扶养改革法有效加强了妇

女的经济权利。只有在婚姻姓氏领域，仍需联邦

宪法法院继续推进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产生对妇女有

利的效果，也会加重其负担。例如根据 1976年改

革法案，妇女离婚后可以向前配偶主张较高的扶

养费，但后来的法律却想方设法降低该扶养费请

求权。2007年的扶养改革法案就认为，妇女（经

济上的弱势方）在离婚后不必由前配偶继续提供

生活费。在此之后，离婚后照料子女的妇女在子

女年满三岁后就很难从男方再获得扶养费。 

平等原则也影响到亲子关系法的发展。亲子

关系法原本分为“婚生子女法”和“非婚生子女

法”两部分。父母平等原则首先在婚生子女领域

得以贯彻（1979年的亲子关系改革法案）。在非

婚生子女方面，男女双方的父母身份截然不同。

原则上母亲为照顾权人，父亲只有和子女联系的

权利，同时要承担扶养费给付义务。1997年的亲

子关系改革法案制订了统一的亲子关系法，结束

了之前的分裂状态。根据该法，父亲也可以获得

非婚生子女的照顾权，且通常是和母亲共同行使

照顾权，无论双方是否共同生活。2013 年之后，

即使母亲不同意共同照顾，法院也可以通过裁定

命令父母共同行使照顾权。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

女在与父亲的交往权方面也不再有区别。这意味

着，结婚在整个家庭法体系中的意义和地位显著

下降。父母身份原则上和他们是否缔结婚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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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权和交往权的上述变化，是亲子关系法

总体观点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德国《基本法》保

障了父母照料和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第 6 条

第 2 款）。这符合对父母权利（亲权）的传统观

点，即国家只能在子女利益受到侵害时加以干预；

同时也构成亲子关系法的基础。但最近几十年以

来，德国的主流观点发生重大改变：“父母权利”

并非父母子女关系法的唯一基础；儿童是基本权

利和人权之载体，故父母子女关系法应首先以儿

童权利为基础构建。“父母权利”的存在目的，

就是为了实现对儿童的照料和教育，以及维护其

最佳利益。 

这种基本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列改革，重

点领域是离婚后照顾权和非婚生子女之生父的法

律地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子女有“获得父母

双方”的权利，故即使父母分居，也应该尽可能

维持其和父母双方的关系。此种该理论随着“轮

流模式”的推出达到高潮，即子女按照一定的时

间间隔，在分居的父母双方处轮流生活（轮换模

式，Wechselmodell）。 

“维护子女最佳利益”日益成为家庭法中的

首要基本原则，也影响到目前正在法律政策层面

激烈讨论地出身法改革。改革的出发点是判例中

已经广泛认可的儿童出身知悉权。此种法律立场

不仅导致出身法实体规范的变化，还催生了父子

关系确认程序，该程序不同于出身程序（2008年

修订案）。 

出身法和出身确定权的改革动力不仅来自儿

童利益，也涉及（潜在）父亲的人格利益。子女权

利和父亲权利在这里产生了交集。在这种情况下，

2004年的改革法案规定生父可以申请撤销其他男

子在法律上的父亲身份。据此，其子女在法律上

被归入他人名下时，生父也可以有所作为。在欧

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推动下，2013年的改革法案进

一步确认，未获得法律父亲身份的生父有权和子

女联系。 

在儿童权利和成年人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中，

进一步出现人工生育问题，德国法律对此还未形

成明确方案。2017年的改革法案曾规定，若精子

捐献者在特定机构并依照特定程序捐献精子，可

对其身份保密且不会在法律上被认定为父亲；但

子女年满十六岁后，仍有知晓出身的权利。 

最后，2017年引入的同性结婚对德国法律有

特别意义。早在 2001年，德国立法者就为同性伴

侣设立了登记生活伴侣制度，其内容和婚姻基本

一致。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同性别的人可以

相互缔结婚姻，且不再登记新的生活伴侣关系。

现有的生活伴侣关系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转化为

婚姻。这一改革会对社会意识产生何种深远影响，

尚难以预测。 

从发展趋势来看，德国家庭法越来越侧重于

从家庭成员的个人主观权利视角进行规制；这些

主观权利来自于德国《基本法》和《欧洲人权公

约》。从这个角度看，家庭似乎会变成家庭成员之

人权相互冲突之所。幸运的是，德国社会中的真

实家庭形象并非如此。不是所有在法律上可以主

张的请求都会被提交法院；不是所有可能的争议

都会真正爆发；也不是所有可能的法律构造都能

得到实际利用。普通家庭在生活中并无法律纠纷，

对家庭法也知之甚少。唯有当伴侣尤其是父母双

方分手，或就亲子关系产生争议时，才会打破和

平氛围。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成年人以儿童

最佳利益为论据争执不休，儿童却是冲突的实际

受害者。 

迪特尔·施瓦布       

2019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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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显失公平条款 

八、子女主张扶养费的简易程序 

第八十六节 对非婚生子女的特殊规定 

一、子女的扶养费 

二、照顾子女之母的扶养费 

三、父亲因照顾子女的扶养费  

第八十七节 附论：婚嫁立业资财  

第五编 监护、保佐和照管 

第一章 监护 

第八十八节 概述 

第八十九节 监护的设立 

第九十节 监护人的选择和任命 

第九十一节 行使人身照顾 

第九十二节 法定代理 

第九十三节 行使财产照顾 

第九十四节 监护人和受监护人之间的法律

关系 

第九十五节 监护终止和监护人职务终止 

第二章 保佐 

第九十六节 概述 

第九十七节 保佐的类型 

第三章 法律照管 

第九十八节 导论 

第九十九节 照管人的任命 

一、条件和范围 

二、照管人选 

第一百节 照管的法律关系 

第一百零一节 照管人的解任和照管终止  

法条索引表（《德国民法典》）

内容索引表 

导论  

 

第一节 家庭和家庭法 

 

 

1．家庭法的调整范围。德国《民法典》第四编为“家庭法”，主要包括三方面的

规定：婚姻、血亲关系（亲属关系）和一定的照料关系（Fürsorgeverhältnis, 包括监

护、照管和保佐）。照料关系并不专属于家庭法，故家庭法的核心由婚姻法和血亲关系

法构成。婚姻法由《民法典》之外的《登记生活伴侣关系法》加以补充。血亲关系方

面，以父母子女关系法为核心。 

家庭法 

 

 

 

婚姻法和登记生

活伴侣关系法 

 血亲关系法和 

父母子女关系 

 

监护、保佐和照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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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的概念。无论是在普通语言还是在社会科学用语中，家庭的概念都在不断

变化，以顺相应社会发展。2001 年的改革法案比照婚姻制度为同性伴侣设立了“登记

的同性生活伴侣制度”。2017 年立法者正式允许同性伴侣结婚。未婚（未登记）共同

生活目前尚不属于家庭法核心领域，对其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但未婚父母对共同

子女承担共同责任，双方之间存在特别法律关系。 

 

    伴侣关系 

 

 

 

婚姻 

 

 

婚姻法 

           

 

       共同亲权 

 

 

具体规定 

  

 

非婚同居关系 

 

 

民法的一般规定 

登记的生活伴侣关系 

 

 

生活伴侣关系法 

  

 

2 

3．法律用语中的“家庭”。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和通常所说的家庭有相似之

处，但又不完全一致。“家庭”一词作为法律概念使用时（例如第 1357条和第 1360条
），特别要注意此种区分。在解释有关条文时，不能将其中的“家庭”做通常意义上

的理解；而要根据条文目的进行解释。但德国《基本法》中使用的家庭概念，“婚姻和

家庭受国家的特别保护”（《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应按照其通常意义理解。这里

应当结合宪法的保护目的来细化理解“家庭”概念。 

3 

4．变化中的家庭。家庭法和家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家

庭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仅是家庭结构和功能在发生变化，对家庭的社会意识也在改

变，后者又受到不同思潮和多元世界观的影响。十八世纪以来，以下方面的变化对家庭

法的影响尤为深远： 

（1）血亲（Verwandtschaft，广义上的家庭）的内涵大为收缩。在等级社会中，

由于政治权利和特权的可继承性，血亲具有特别突出的意义。但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主

要指的是小家庭，即在共同家庭中生活的人（im gemeinsamen Haushalt 

zusammenlebenden Personen, 狭义上的家庭）。血亲的内涵随之缩小，主要指父母和

子女关系。但其他血亲关系仍由家庭法调整，和之前一样具有一定法律效果（参看第

18段，第 631-634段）。 

4 

（2）自 18世纪以来，狭义上的家庭（Familie im engeren Sinn）在功能上也发

生了重大变化。 “家（das Haus）”逐步失去其作为生产单位（家庭企业）的意义，

而成为纯粹的消费单位。只有在农庄和一些小型家庭企业中，家庭还保留着生产功能。

5 

                         
  若无特殊说明，书中所引法律条文皆为德国《民法典》。有关条文的翻译，参考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台大法学基金会：

《德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 4 版），法律出版社 2015 年。德国国司法部

（BJM）网站上公布最新版本的法律法规，网址为：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bgb/BJNR001950896.html，访问日期

2019/8/19。部分法律法规的英文译本网址为：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bgb/index.html，访问日期

2019/8/19。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bgb/BJNR001950896.html
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bg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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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工作和职业已经基本从家庭领域中剥离出来，只通过间接方式（如扶养义务）

和家庭发生联系。 

（3）与此同时，家庭关系的紧密度（Intensität）和私密度（Intimität）大为

增强。从前的家庭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法定的、客观存在于家庭成员间的角色分配，今天

的家庭观念更强调法律之外的、配偶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主观联系（例如伴侣之间

的爱情，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等），这些主观上的感情联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受社会和

法律的支配和调整。基于此种原因，家庭被视为具有高度人身属性的私密领域，该领域

严格区别于公法和政治领域，法律不得随意干预。 

6 

（4）自从 20世纪以来，随着两性平等原则（Gleichberechtigung der 

Geschlechter）的贯彻和对子女权利（Rechtedes Kindes）的重视，传统的父权家庭

结构日趋瓦解，代之以平等伴侣型的家庭结构。而妇女和子女权利的提高，又导致家庭

成员之间的纠纷更多以法律争议的形式出现，并被提交到法院。所以妇女和子女的“解

放”，在一定程度上以人身家庭关系的法律化为前提。 

7 

（5）随着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职业培训的专业化以及职业和家庭的分离，家庭

亦逐步失去其教育职能（Kompetenzverluste），即家庭不再承担引导年轻人进入社会

的任务。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家

庭的负担也大为减轻。家庭成员和外部的联系变得日益重要和多样。同时，家庭社会功

能的缩减正好又强化了家庭作为私人之处所（Familie als Ort der Privatheit）的

特征，家庭为其成员提供情感上的处所，并对抗外部干预。 

8 

5．家庭法的改革。德国民法典生效后，家庭法编经过多次重大修订。历次修订的

指导原则均为在家庭法中实现男女平等，并加强对子女权利的保护。下列修订法案对现

行家庭法有重大影响： 

1957 1957年 6月 18日通过的《平权法》（Gleichberechtigungsgesetz，简称为

GleichberG， 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609页）。该法首次尝

试着在家庭法领域贯彻男女平等原则，但没有取得完全成功；该法还设立净

益共有制为法定婚姻财产制。 

1976 1976年 6月 14日通过的《婚姻法和家庭法改革第一号法律》（Erstes 

Gesetz zur Reform des Ehe- und Familienrechts，简称为 1. EheRG，载

《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1421页）。该法进一步确立了男女平等

原则，并在破裂原则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了离婚法。该法还新设了净益补偿制

度，设立了家事法院。 

1979 1979年 7月 18日通过的《重新规定父母照顾权的法律》（Gesetz zur 

Neuregelung des Rechts der elterlichen Sorge，简称为 SorgeRG，1980

年 1月 1日起生效，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1061页）。该法

重新规定了父母的照顾权，并设立了子女权利。 

1992 1990年 9月 12日通过的《修改成年人监护和保佐法的法律》（Gesetz zur 

Reform des Rechts der Vormundschaft und Pflegschaft für 

Volljährige，简称为 Betreuungsgesetz或 BtG，199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 部分，第 2002页）。该法废除了禁治产制度，

并设立了照管这一新的法律制度。1998年 6月 29日通过的《照管法修改

法》（《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1580页）以及 2005年 4月 21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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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照管法修改第二号法律》（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1073页）对照管制度进行了修订。 

1997 1997年 12月 16日通过的《修改子女权利的法律》（Gesetz zur Reform 

des Kindschaftsrechts，简称为 Kindschaftsrechtsreformgesetz或

KindRG，1998年 7月 1日起实施，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2942页）。该法在法律上实现了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平等对待。 

1998 1998年 4月 6日通过的《统一未成年子女扶养权利的法律》（Gesetz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s Unterhaltsrechts minderjähriger Kinder，简称

Kindesunterhaltsgesetz或 KindUG，1998年 7月 1日起实施）。该法简化

了扶养费请求权的实现方法。 

1998 1998年 5月 4日通过的《重新规定结婚法的法律》（Gesetz zur 

Neuordnung des Eheschließungsrechts，简称为《结婚法》

（Eheschließungsrechtsgesetz 或 EheschlRG，1998 年 7月 1日起实施）。

该法废止了 1938年的《婚姻法》，重新规定结婚制度。 

2001 2001年 2月 22日通过的《结束歧视同性共同生活的法律：生活伴侣关系

法》（Gesetz zur Beendigung der Diskriminierung 

gleichgeschlechtlicher Gemeinschaften: Lebenspartnerschaften，2001

年 8月 1日起生效，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266页)。该法为

同性恋者设立了类似于婚姻的法律制度；2004年 12月 15日修订（载《联邦

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3396页）。 

2001 2001年 12月 11日通过的《改善民事法院针对暴力行为和跟踪的保护以及简

化分居时离开婚姻居所的法律》（Gesetz zur Verbesserung des 

zivilgerichtlichen Schutzes bei Gewalttaten und Nachstellungen 

sowie zur Erleichterung der Überlassung der Ehewohnung bei 

Trennung，2002年 1 月 1日起实施，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3513页）。 

2002 2002年 4月 9日通过的《进一步改善子女权利的法律》(Gesetz zur 

weiteren Verbesserung von Kinderrechten，简称为

Kinderrechteverbesserungsgesetz 或 KindRVerbG，载《联邦法律公报》，

第 1 部分，第 1239页)。 

2004 2004年 4月 23日通过的《修改关于撤销父子关系及子女和相关人之交往权

的规定以及登记预防性措施并引入职业申明表格的法律》(Gesetz zur 

Änderung der Vorschriften über die Anfechtung der Vaterschaft und 

das Umgangsrecht von Bezugspersonen des Kindes，载《联邦法律公

报》，第 1部分，第 598页)。  

2008 2007年 12月 21日通过的《修改扶养法的法律》（Gesetz zur Änderung 

des Unterhaltsrechts，《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3189页，2008

年 1月 1日起实施）。 

2008 2008年 3月 26日通过的《关于不经撤销程序而确认父子关系的法律》

(Gesetz zur Klärung der Vaterschaft unabhängig vom 

Anfechtungsverfahren，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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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8年 7月 4日通过的《子女最佳利益受到危害时简化家事法院措施的法

律》（Gesetz zur Erleichterung familiengerichtlicher Maßnahmen bei 

Gefährdung des Kindeswohls，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1188

页）。 

2008 2008年 12月 17日通过的《关于改革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的程序的法律》

（Gesetz zur Reform des Verfahrens in Familiensachen und in 

Angelegenheiten der freiwilligen Gerichtsbarkeit,简称 FGG-RG，载

《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2586页）。 

2009 2009年 4月 3日通过的《关于养老金补偿结构改革的法律》（Gesetz zur 

Strukturreform des Versorgungsausgleichs, 简称 VAStrRefG，载《联邦

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700页）。该法对 1976年设立的养老金补偿制

度进行了全面修订。 

2009 2009年 7月 6日通过的《关于修改净益补偿和监护法的法律》(Gesetz zur 

Änderung des Zugewinnausglechs- und Vormundschaftsrechts，简称

ZuGewAusglÄndG，2009年 9月 1日起实施，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

分，第 1696页)。 

2013 2013年 4月 19日通过的《关于改革未婚父母之父母照顾权的法律》

（Gesetz zur Reform der elterlichen Sorge nicht miteinander 

verheirateter Eltern），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795页）。 

2013 2013年 7月 4日通过的《关于强化未获得法定父亲身份之生父的法律地位的

法律》（Gesetz zur Stärkung der Rechte des leblichen, nicht 

rechtlichen Vaters，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2176页）。 

2017 2017年 7月 17日通过的《反对童婚法》（Gesetz zur Bekämpfung von 

Kinderehen，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2429页）。 

2017 2017年 7月 20日通过的《关于设立同性婚姻缔结权的法律》（Gesetz zur 

Einführung des Rechts auf Eheschließung für Personen gleichen 

Geschlechts，简称 EheRÄndG，载《联邦法律公报》，第 1部分，第 2787

页）。 
 

 

第二节 家庭法、《基本法》和《欧洲人权保护公约》  

        和基本权利相关的文献：《基本法》法律评注；施泰纳（Steiner）：《对

家庭和婚姻的保护》（《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载梅尔滕、帕皮尔

（Merten/Papier）主编：《基本法手册》，第 4卷，2011 年；施泰纳（Steiner）论

文, 载《Dieter Schwab纪念文集》，2005年，第 433；科斯特（D. Coester-

Waltjen）论文，载《法律学习》2009年卷，第 105页；奥特（G.Otte）论文，载

《家事法大全杂志》2013年卷，第 585页；贝内迪克特（J.Benedict）论文，载《法

学家报》2013年卷，第 477页；克拉森（C.D. Classen）论文，载《联邦行政公报》

2013年卷，第 1086页；桑德斯（A.Sanders）论文，载《家庭和继承》2016年卷，

第 434页；里克森（St. Rixen）：《多数人的宪法：基本法对婚姻、家庭和父母权

利的保护》，载克利佩尔（D.Klippel）主编：《民法的基础和基本问题》，2016

年，第 131页；诺伊纳（J.Neuner）论文，载《家事法大全杂志》2017年卷，第

18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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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欧洲人权公约相关的文献：《欧洲人权公约》法律评注；于尔普曼-维特

扎克（R.Uerpmann-Wittzack）：《婚姻和家庭》，载格拉本瓦尔特

（Grabenwarter）主编：《欧洲基本权利保护》，2014年，第 417页；同一作者论

文，载《家事法大全杂志》2016 年卷，第 1897页；平特斯（W.Pintens）论文，载

《家事法大全杂志》2016年卷，第 341页；罗加拉（V.Rogalla）：《欧洲基本权利

宪章中对婚姻和家庭的保护》2017年。 

 

1．《基本法》和家庭。德国家庭法深受宪法中基本权利的影响。 

（1）德国《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规定：婚姻和家庭受国家之特别保护（Ehe 

und Familie unter dem besonderen Schutz der staatlichen Ordnung）。 

（2）《基本法》第 3条第 2 款第 1句规定，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gleichberechtigt）；第 3 条第 3款第 1句：任何人不得因性别遭受歧视或享有特

权。男女平等原则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卷，第

225、242页；第 10卷，第 59、67页；第 35卷，第 382、408页），并直接影响相关

法律构造。 

（3）《基本法》第 6条第 2 款规定，照料和教育子女（Pflege und Erziehung 

der Kinder）为父母之自然权利（natürliche Recht），亦为其至高义务

（Pflicht），其行使应受国家监督（《基本法第 6条第 2款第 2句》。《基本法》

第 6条第 3款规定了父母照顾权的具体化及其限制。 

（4）《基本法》第 6条第 4 款规定，母亲（Mutter）有请求社会保护及照顾之

权利（有关该条款的阐释，参看《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2卷，第 273页；第

37卷，第 121、125页；《家事法大全杂志》2001年卷，第 341、346页）。 

（5）《基本法》第 6条第 5 款规定，立法应当确保非婚生子女（unehelichen 

Kindern）在身体与精神发展及社会地位方面，具有与婚生子女同等之条件。 

10 

         2．《基本法》第 6 条第 1款的意义。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扩展

了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保护范围，赋予第 6条第 1款多种功能。 

（1）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首先构成传统基本权利意义上的自由权

（Freiheitsrecht），该自由权要求国家保护作为特定个人空间的婚姻和家庭免受外

力侵害，并在家庭领域促进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责任（《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

第 6卷，第 55、71页）。相应地，每个家庭应当被理解为封闭而独立的生活领域，

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促进家庭的统一和自我责任（《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24

卷，第 119、135页）。立法者必须尊重夫妻的自主决定，以及夫妻对家务劳动和职

业工作的安排。（《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卷，第 55、81页；第 66卷，第

84、92页；第 68卷，第 256、268页）。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也强调对一般自由权

（《基本法》第 2条第 1款）的保护（《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57卷，第 170、

178页：例如不得妨害被逮捕者和父母的通信权利）。 

11 

（2）《基本法》第 6条第 1 款还包含了特殊的平等原则（besonderen 

Gleichheitssatz, 参看联邦宪法法院的有关判例，载《家庭法大全杂志》，1999

年，第 283、286页; 《家庭法大全杂志》，2001年，第 603 页）。该原则要求对婚

姻和家庭的待遇不得低于其他生活或教育形式（禁止歧视，例如在税法上的规定）。

根据《基本法》第 6条，配偶的待遇不能低于单身者；父母的待遇不能低于无子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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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婚姻和其他抚养教育关系不得受歧视。单亲家庭不应在税法上遭受不利（《联邦

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1卷，第 319页；第 68卷，第 143、154页）。 

（3）第 6条第 1款还承认婚姻和家庭是一种生活秩序（制度），应提供相应的

“制度保障”（Institutsgarantie）。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此种保障意味着

要提供符合家庭法的框架性原则（Strukturprinzipien）。            

这些原则包括：一夫一妻原则（《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1卷，第 58、69

页）；婚姻自由原则（《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29卷，第 166、176页；第 31

卷，第 58、67页；第 36卷，第 146页；第 76卷，第 1、427页）；规定结婚障碍时

的最大谦抑原则（《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6卷，第 146、163页）；婚姻原则

上不得解除（《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10卷，第 59、66页；第 31卷，第 58、

82页；第 53卷，第 224、246 页）；离婚和分居后，夫妻在扶养费、养老金和财产分

割等方面权利平等原则（《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53 卷，第 257、296页；第 63

卷，第 88、109页；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载《家事法大全杂志》2006年，第 1000

页）。 

13 

（4）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婚姻的制度保障限于依照国家法律缔结的婚姻（《联

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1卷，第 58、69页）。也就是说，家庭的独立性并没有排

除国家的婚姻法和家庭法，反而以法律为前提条件。另外，联邦宪法法院还将“世俗

化的”民法婚姻作为《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的基础（《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1卷，第 58、83页）。所谓世俗化的婚姻，指的是国家（而非教会）对其有专属管

辖权的婚姻，婚姻中的权利根据国家法律、而不是宗教信仰来构建。所有根据国家法

律成立的婚姻享有同等保护（《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6卷，第 84、93页；第

68卷，第 256、267页）。 

法律规定结婚必须由民事身份登记官办理（《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29

卷，第 166、176页；第 62卷，第 323、330页），也限定了离婚条件《联邦宪法法

院裁判汇编》第 31卷，第 58、82页)，这些均符合《基本法》第 6条的意旨。在有

关离婚的规定上，立法者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可以从过错原则转向破裂原则，

而并不违反宪法（《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53卷，第 224、245页；第 57卷，

第 361、378页）。但即使婚姻已经破裂，立法者仍有义务避免“不合时宜的离婚”

（《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53卷，第 224、250页；第 55卷，第 134、142

页）。 

14 

（5）最后，《基本法》第 6 条第 1款构成对所有公法和私法领域都有约束力的

价值判断（Wertentscheidung）。这种价值判断一方面禁止国家损害或妨碍婚姻和家

庭（禁止妨害，Beeinträchtigungsverbot），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家保护婚姻和家庭

不受其他力量的妨碍，并采取措施支持家庭（《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卷，第

55、76页）。但从促进原则（Förderungsgebot）本身不能推导出宪法上的请求权，

即国家没有义务采取某种措施或为某种给付；特别是不能因此要求国家对每个家庭承

担财政义务（《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28卷，第 104、113页；第 39卷，第

316、326页；第 43卷，第 108、121页；第 45卷，第 104、125；第 75卷，第 348、

360；第 107卷，第 205页）。 

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大量判例，确认禁止妨害（Beeinträchtigungsverbot）这一

原则具有宪法上的约束力，例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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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税法方面，禁止歧视已婚者或者家庭成员（《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

第 6卷，第 55、76页；第 69卷，第 188、205页）； 

——在养老保险领域，禁止歧视家庭（《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18卷，第

257页；尤其不能因为孤儿结婚就取消其本应领取的孤儿定期金，《联邦宪法法院裁

判汇编》第 28卷，第 324、346页；第 29卷，第 57、71页；拒绝向跛脚婚姻当事人

提供社会给付也违反宪法（《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2卷，第 323、333页）； 

—— 在其他公共给付领域也不得歧视已婚者，对已婚者的待遇不能低于非婚共

同生活的人（《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7卷，第 186页：失业救济金案）； 

—— 在其他公法领域也遵守该原则，例如驱逐配偶一方出境（《联邦宪法法院

裁判汇编》第 19卷，第 394页；第 35卷，第 382页；载《新法律周刊》1994年卷，

第 3155页），或根据外国人法做出其他裁判（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

杂志》1990年卷，第 363页），或拘禁已婚者（《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42

卷，第 95页；有关文献：《家庭法大全杂志》1993年卷，第 1296页；1994年卷，

第 496页和第 1381页）。 

        3．《基本法》中的婚姻概念。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婚姻指的是男女双方在

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缔结的一夫一妻婚姻（《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

编》第 29卷，第 166、176页）。婚姻是“一男一女为设立全面地、原则上不可解除

的生活共同体而达成的合意”（《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2卷，第 323、330

页；第 53卷，第 224、245页）。虽然德国从 2017年 10月 1日开始允许同性者缔结

婚姻，但基本法意义上的婚姻概念是否包括此种婚姻，仍存在争议，需要宪法法院进

一步释明。 

《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的保护也适用于外国人（《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1

卷，第 58、67页；第 51卷，第 386、396）。即使依照外国法律成立的婚姻由于没有

遵守德国法的形式要求而不为德国法承认，该跛脚婚姻也受德国宪法的保护（“跛脚

婚姻”，hinkende Ehe,《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2卷，第 323、330-331

页）。婚姻由于一方死亡或离婚而解除的（《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2卷，第

323、322页：遗孀养老金案），第 6条第 1款也可以作为审查标准，以保护配偶权

益。离婚后的法律效果受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即使离婚者一方重新结婚，也不能因此

减损对原配偶的基本权利保护：《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66卷，第 84、93

页）。 

16 

4．《基本法》中的家庭概念。（1）相形之下，《基本法》中的家庭概念更加开

放。家庭首先指的是父母和处于父母照顾下的子女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根

据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18 卷，第 97、106页），家

庭应当理解为父母和子女构成的各种共同体（Gemeinschaft），这里的子女包括继子

女、被收养子女和寄养子女（有关收养家庭，参见《家庭法大全杂志》，1990年，第

363页；有关寄养子女，参见《家庭法杂志大全》，1985年，第 39页；1989年，31-

32页；2000年，第 1489页）。父母和非婚生子女的关系也属于家庭关系（《联邦宪

17 

                         

 跛脚婚姻指的是内国或外国之一不承认其效力的婚姻。例如某德国女子在丈夫去世后 一直作为遗孀领

取养老金，后和某西班牙男子结婚。该婚姻按照德国法无效，但按照西班牙法为有效，此婚姻即为跛脚

婚姻。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德国养老保险机构是否应当继续向该女子发放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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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8卷，第 210、215页；第 24卷，第 119、135页；第 25卷，第

167、196页；第 56卷，第 363、384页）。联邦宪法法院在最新的判例中强调了家庭

概念中的社会条件：“《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所保护的家庭是父母和子女构成的共

同体，无论子女是否为父母所生，也无论子女是否为婚生；家庭指的是父母和子女之

间实际存在的生活和教养共同体，父母要为子女承担责任。”据此，只要子女的亲生

父亲事实上对子女承担了责任，并且和子女之间形成一定的社会联系，即使法律上没

有承认其父的身份，他也可以和子女一起建立《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意义下的家庭

（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2003年，第 816、822页；有关同性

登记生活伴侣和子女之间的社会家庭共同体，参看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

全杂志》2013年卷，第 521，525页）。 

（2）其他血亲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享有第 6条第 1款的宪法保

护，尚存在争议。例如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家庭联系是否属于宪法意义上的家庭概

念？联邦宪法法院之前没有明确回答（《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9卷，第 316、

326页）。但现在成年家庭成员之间的家庭联系也被纳入基本法的保护范围，例如大

家庭中数代人之间的关系（参看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2014年，

第 1435页，第 22段）。基本法第 6条第 1款规定的家庭概念也包括近亲属之间形成

的、类似于家庭关系的密切联系（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2014

年，第 1435页，第 23段以下；《家庭法大全杂志》2014 年卷，第 1841页，第 14段

以下）。符合上述条件的，在选任孙子女监护人时应将祖父母作为第三顺位人选考虑

（联邦宪法法院裁判，载《家庭法大全杂志》2014年，第 1435页，第 23段；《家庭

法大全杂志》2014年卷，第 1841 页，第 14段以下）。 

18 

（3）基本法意义上的家庭当然包括婚姻，即使婚姻中未生育子女。这同样适用

于同性婚姻和登记的生活伴侣关系。反之，非婚且未登记的共同生活体（die 

nichtehelichen bzw. nicht registrierten Lebensgemeinschaften）则不属于基本

法意义上的家庭（《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汇编》第 36卷，第 146页、第 165页以

下）。非婚同居的当事人只能从人格权入手寻求宪法上的保护（《基本法》第 2条第

1款）。 

19 

5．欧洲人权公约。除了《基本法》，1950年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公

约（EMRK）》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对该公约的解释对家庭法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德国

已加入该国际条约，并将其转化为内国法，因此该条约在德国可以直接适用（《联邦

法律公报》，1952年，第 2部分，第 686页；2002年，第 2部分，第 1055页）。公

约第 8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权要求尊重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Achtung ihres 

Privat- und Familienlebens）。只有在公约规定的严格条件下，各成员国才能干涉

个人的这一权利。公约第 14条规定了禁止歧视原则，排除了基于性别的不平等待

遇。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尊重家庭生活的权利应当平等地适用于“婚生”和“非婚

生”家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载《新法律周刊》，1979 年，第 2449页，Marckx诉

比利时案）。可见，欧洲人权法院对家庭概念作了广义解释。下文将在具体问题中进

一步介绍对德国家庭法产生重要影响的欧洲人权法院裁判。 

20 

第三节 家庭法和德国的统一  

        参考文献：施瓦布（D. Schwab）主编：《家庭法和德国统一》，1991年；

雷布曼、塞克尔（K. Rebmann/F. J. Säcker）：《两德统一条约中的民法问题》，

1991年；博施（F. W. Bosch）文章，载《家庭法大权杂志》，1991年，第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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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1001、1370页；1992年，第 869、993页; 亨里希（D. Henrich）论文，载

《家庭法大权杂志》，1991年，第 873页。 

1．联邦法律的适用。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 1990年 3月

31日签订的协议，两德根据旧《基本法》第 23条规定的加入方式完成统一，该协议

自 1990年 10月 3日起生效（Gesetz zum Einigungsvertrag, 《联邦法律公报》，

1990年，第 2部分，第 885页）。在该协议的磋商阶段，人们就开始考虑，原先生活

在民主德国的人民应当遵守何种法律，特别是在家庭法领域。在两德统一前，民主德

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家庭法，并且其中很多规定和德国民法典不一致。1990年通过民

主选举产生的东德国民会议（Volkskammer）还对 1965年 12月 20日颁布的《家庭法

典》（FGB）进行了修订（1990年 7月 20日的《修改家庭法的第一号法律》），其意

图是在原东德地区保留现有的家庭法，或者至少设置一个过渡期。但这个目标未能完

全实现，因为该修正案自 1990年 10月 1日起实施，但两德统一条约在 1990年 10月

3日就生效了。根据统一协议，新加入的联邦州立即适用联邦德国法律（《统一条

约》第 3条），包括家庭法。这意味着，无论是 1990年 10 月 3日以后成立的法律关

系，还是此前就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例如婚姻），自 1990年 10月 3日起都要适用

联邦德国法律。 

21 

2．例外情形。出于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法律对 1990年 10月 3日之前成

立的家庭关系加以特别规定。这些例外规定在统一条约附件一的第三章事项 B以及

《民法施行法》第 234条。根据这些规定，原先生活在东德地区并适用当时之法定财

产制（所得共有制）的夫妻，在统一后原则上应当转而适用联邦德国家庭法中的法定

财产制（净益共有制），但他们可以在两年内做出声明，要求继续适用原来的夫妻财

产制（《民法施行法》第 234 条第 4节）。婚姻在 1990年 10月 3日之前解除的，离

异夫妇的扶养费请求权适用原东德法律（《民法施行法》第 234条第 5节）。 

 

22 

第四节 家事事件的法院审判籍  

1．家事法院。（1）民法典第四编规定的法律关系一般属于民法领域，由此发生

的争议也是“民法上的争议”。但基于家庭法冲突的特殊性质，1976年的《婚姻法和

家庭法改革第一号法律》设立了专门法院（家事法院）处理家事事件

（Familiensachen）。区法院中设立家事法院，专司家事案件（《法院组织法》第

23b条第 1款，第 23a条第 1 款第 1项），通常由独任法官进行裁判（《法院组织

法》第 23b条第 3款）。高等地方法院设有家事审判庭（Familiensenate；《法院组

织法》第 119条第 2款），受理第二审的家事案件。家事事件的法律抗告

（Rechtsbeschwerde）则由联邦普通法院管辖（《法院组织法》第 133条）。《关于

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的程序的法律》（FamRG）详细列举了家事案件的类型，包括同

居、分居及离婚配偶的法律关系，还包括登记生活伴侣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等。 

23 

（2）2009年 9月 1日施行的《关于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的程序的法律》规定了

在家事法院的各种程序。该法大大扩张了“家事事件”的范围，从而取代了之前和家

事法院并存的监护法院（Vormundschaftsgerichte）。原本由监护法院管辖的案件一

部分由家事法院接管；涉及到成年人的案件，则由新设立的照管法院

24 

                         
  对于德国各级法院的名称，存在不同的翻译方法。译者采纳陈卫佐所译注的《德国民法典》中的观点，将 Amtsgericht

译为区法院，将 Landesgericht 译为地方法院，将 Oberlandesgericht 译为地方高级法院，将 Bundesgerichtshof (BGH)译为联

邦普通法院。参看 陈卫佐：《德国民法典》（第 2 版），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第 8 页，注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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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reuungsgerichten）管辖（《法院组织法》第 23a条第 2款第 1项；第 23c

条）。 

2. 家事事件。《关于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的法律》第 111条全面规定了各

种家庭法律关系，无论是共同生活、分居或离婚的配偶关系，还是登记记生活伴侣关

系，以及父母子女关系，均纳入其中。该法使用了一些下位概念（如婚姻事件、子女

事件等），以便更精确地描述管辖权。尤为重要的是，该法新增“其他家事事件”一

节（Sonstige Familiensachen，第 111条第 10项）：只要该法其他章节没有规定，

已婚或曾经结婚者有关分居、婚姻废止或离婚的请求权（第 266条第 1款第 3项）均

由该法调整。这样一来，由于婚姻危机而突现的债权关系或物权关系，也会主要由家

事法院管辖。 

25 

3. 程序方面的新规定。新的非讼事件法（FamFG）重构了非讼事件和家事事件的

程序。家事案件中的裁判均称为“裁定（Beschluss）”。所有的程序都必须通过申

请（Antrag）启动，也就是说，请求扶养费时无需“起诉”，而是“提出申请”。上

诉法律救济（Rechtsmittel）也统一为“抗告”和“法律抗告”（不再是控告和上

告）。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家事事件都要按照同样的程序规则处理。法律还单列了

“家庭争议事件”，对其主要适用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

法》第 112-120条）。 

26 

第五节  家庭法的主要参考文献  

1．教科书 

巴特斯（R.Battes）：《婚姻法》，2018年版；格恩胡伯、克斯特-瓦尔特彦

（J. Gernhuber/D. Coester-Waltjen）：《家庭法》，2010年第 6版；施瓦布、戈

特瓦（D. Schwab/P. Gottwald）：《德国家庭法和继承法》，2017年第 3版；格

雷茨沃茨（H. Grziwotz）：《婚姻和家庭法资料汇编》，2013年第 3版；德特劳夫

（N. Dethloff）：《家庭法》2015年第 31版；穆舍勒（K. Muscheler）：《家庭

法》2017年第 4版；施莱歇（H. Schleicher）：《青年法和家庭法》，2014年第

14版；施吕特（W. Schlüter）：《家庭法》2012年第 14版；舒尔特-布纳尔特

（K.Schulte-Bunert）：《家庭法》，2016年第 3版；施瓦布：《家庭法》，2018

年第 26版；韦伦霍夫（M.Wellenhofer）：《家庭法》，2017年第 4版。 

2．其他学习用书 

本纳尔（S.A.Benner），《家庭法和继承法案例分析》，2017年第 5版；利普

（M. Lipp），《家庭法考试参考书》，2013年第 4版；罗尼西、莱斯

（M. Löhnig/M.Leiß ）：《家庭法和继承法案例》，2015年第 3版；罗特

（A. Roth）：《家庭法和继承法程序问题精选》，2010 年第 5版；施瓦布

（D. Schwab）：《家庭法自测题》，2013年第 12版。 

3. 专业手册和评注 

格哈特、海恩舍尔-海讷格、克莱茵（P. Gerhardt/B. von Heintschel-

Heinegg/M. Klein）：《专业律师手册：家庭法》，2015 年第 10版；约翰森、亨里

希（K. Johannsen/D. Henrich）主编：《婚姻法》，2015年第 6版；施尼茨勒

（K. Schnitzler）等主编：《家庭法》，2014年第 3版；明希（C.Muench）：《公

证实务中的家庭法》，2015年第 2版；拉姆、金克尔（W. Rahm/B. Künkel）：

《家事法院程序手册》，活页(2018年版)；施尼策勒尔（K.Schnitzler ）：《慕尼

黑家庭法律师手册》，2014年第 4版；绍尔茨（H. Scholz）等主编：《家庭法实务

27 



555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手册》，活页（2018年）；舒尔茨、豪斯（W. Schulz/ J. Hauß）：《家庭法简明

注释》，2017年第 3版；施瓦布（D. Schwab）主编：《离婚法手册》，2013年第 7

版。其他参考文献详见相应章节。 

4. 民事身份登记法 

黑普汀/杜塔（R.Hepting/A. Dutta）：《家庭和民事身份登记》，2015年第 2

版。 

5．家事程序法 

杜塔（A.Dutta）：《家事案件审判专业化》，《拉贝尔外国私法和国际私法杂

志》2017年，第 510页；巴伦富斯（D.Bahrenfuss）主编：《家事事和非讼事件法评

注》，2016年第 3版；波尔柯、雅各比、施瓦布（R. Bork/F.Jacoby/D.Schwab）主

编：《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注评》，2013年第 2版；布米勒（U.Bumiller）：

《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评注》，2015年第 11版；霍恩达施（P.Horndasch）等

主编：《家事事件和非讼事件程序法评注》，2013年第 3版；博尔特（H. Borth）：

《家庭法程序》，2018年第 6 版；劳舍尔（T.Rauscher）主编：《家事事件和非讼事

件程序法慕尼黑法律评注》，2013年第 2 版。 

6. 国际私法 

安德烈（M. Andrae）：《国际家庭法》，2013年第 3版；亨里希

（D. Henrich）：《国际离婚法》，2017年第 4版；尼特哈摩（K.Niethammer-

Jürgen）：《国际家庭法律师实务》，2013年。 

7．欧洲法 

平特斯、范文克勒（W. Pintens/K. Vanwinckelen）：《欧洲家庭法案例汇

编》，2001年；舍尔普（J.M. Scherpe）主编：欧洲家庭法，2016年第 4版；平特

斯（W. Pintens）：《家庭法和欧洲人权法院裁判中的比较法》，《家庭法大全杂

志》2016年，第 341页；科勒尔、平特斯（C.Kohler/W. Pintens）：《家庭法大全

杂志》，2015年，第 1537页；2016年，第 1509页；2017 年，第 1441页; 德特劳夫

（N. Dethloff）：《新法律周刊》，2018年，第 23页。 

8．期刊 

《家庭法大全杂志》(Zeitschrift für das gesamte Familienrecht，简称

FamRZ);《家庭法论坛》(Forum Familienrecht，简称 FF)；《家庭和法律》(Familie 

und Recht，简称 FuR);《家庭法顾问》 (Der Familienrechtsberater，简称

FamRB);《户政杂志》 (Das Standesamt，简称 StAZ);《青少年和教育事业法》

（Recht der Jugend und des Bildungswesens，简称 RdJ）;《青少年法中心公报》

(Zentralblatt für Jugendrecht，简称 ZfJ); 《青少年救助杂志》(Das 

Jugendamt，简称 JAmt)；《子女权利和青少年救助杂志》 (Zeitschrift für 

Kindschaftsrecht und Jugendhilfe，简称 Z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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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电影推荐 

荐影 |《爱的接力棒》| 伦理片 | 来源：豆瓣网 

2022-07-02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3W5c0DP51JbqlqoTWn5cNg 

 

《爱的接力棒》是由前田哲执导，永野芽郁、

田中圭、石原里美、冈田健史、稻垣来泉主演的剧

情电影。 

剧情简介 

本片改编自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濑尾麻衣子的

同名小说，该小说于 2019 年荣获“本屋大赏”，

横扫日本各大书店，成为平成最后一抹温柔的关

照。 

  改编影片将由石原里美饰演小说中的母亲角

色，永野芽郁饰演她的女儿（比石原里美小 12岁）。

本片预定于 2021年上映。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有关家庭与爱的故事。17

岁的森宫优子（永野芽郁饰）是高三学生，母亲在

优子还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之后优子被不断寄养，

有过 3任父亲和 2任母亲（石原里美饰演继母），

经历 7 次家庭形态变化，连名字都换过 4 次。与

此同时，同时她也经历了从懵懂少年到独立女性

的成长之苦。在没有血缘的亲情之间传递爱的接

力棒，使她得到了最好的爱。 

  这个故事呈现了比《小偷家族》和《如父如子》

更普遍的无血缘家庭现状，交织亲情、友情和爱

情的感人羁绊，让人思考家人的意义：就算没有

血缘，我们依然可以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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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沙龙活动 

家事法苑团队 2020 年 1 月-2022 年 6 月“家事法实务沙龙”索引 

原创：2022-07-01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整理 
https://mp.weixin.qq.com/s/BgPgCKLVq-562rliusanxQ 

本期“家事法实务沙龙”索引特将家事法苑团队自 2020 年以来举办的家事法实务沙龙的预告、综述

进行了梳理，便于群友搜索、学习。 

列表如下: 

序号 期次 举办时间 主题 主讲嘉宾 与谈嘉宾  

1 2020-01 2020.02.22 律师法律论文写作  
邓雯芬、

李凯文  
/ 

2 2020-02 2020.03.01 
家事律师专业能力

的具象化表达  
刘海娜  付鹏博、段凤丽  

3 2020-03 2020.03.28 
民事案件再审程序

的代理——以夫妻

债务案件为例  
柯直  付鹏博  

4 2020-04 2020.04.11 
婚姻登记实务相关

法律问题解读  
刘彩霞  徐文丽  

5 2020-05 2020.04.25 
婚姻家事与不动产

登记实务  
李炜  于   磊、付鹏博  

6 2020-06 2020.05.09 
家事律师专业化的

五个进阶  
徐文丽  

李   琳、杨竹一、段

凤丽  

7 2020-07 2020.05.23 意定监护公证实务  马麟  
李辰阳、王小成、李

秀华  

8 2020-08 2020.06.06 
涉家庭暴力案件代

理实践分享  
万薇  

李  莹、李小非、

郝  佳  

9 2020-09 2020.06.24 
家事律师执业规范

与风险防范  
张承凤  

杜志红、付鹏博、

高  蕾、孙   韬  

10 2020-10 2020.07.18 涉港继承法律实务  黄善端  陆珊菁、赵宁宁  

file:///D:/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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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0-12 2020.08.21 
婚姻协议书在香港

的法律地位和实务

操作  

叶永青、

欧阳婉婷  
付忠文、李   丹  

12 2020-13 2020.09.28 
民法典中的遗产管

理人制度  
王葆莳、

冼一帆  
杨竹一  

13 2020-14 2020.10.25 
离婚案件涉公司股

权分割律师实务  
公维亮  

段凤丽、李凯文、祝

双夏  

14 2020-15 2020.11.13 
如何掌握家事调解

的要诀  
曹冬梅  李   丹、付鹏博  

15 2020-16 2020.11.25 律师演讲养成秘籍  桂芳芳  
曹   成、曹晓静、王   

丽  

16 2021-01 202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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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冰  
邓云龙、易   轶、王   

丽  

17 2021-02 2021.06.18 
代孕子女抚养权纠

纷裁判分析  
李卉  

桂芳芳、邓雯芬、段

凤丽  

18 十周年纪念  2021.04.29 
家事法实务沙龙十

周年纪念特别沙龙  
赖芳玉  郝惠珍等  

19 2022-01 2022.01.19 
明星分手费与敲诈

勒索罪  
刘玲  

高明月、孙   敏、邓

雯芬  

20 2022-02 2022.04.07 
在线诉讼程序对律

师代理家事案件的

挑战  
郑素洁  

谢   芳、赵宁宁、陈

贝贝  

21 2022-03 2022.06.10 
涉外继承的司法协

助  
曹晓静  袁   芳、陈贝贝  

22 年终沙龙  2022.01.23 
家事法苑实务交流

群群友 2021 年年

终线上分享会  

家事法苑

团队成员  
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

群友  

具体链接如下： 

1、邓雯芬、李凯文：律师法律论文写作 

1.1 沙龙预告｜邓雯芬、李凯文：《律师法

律论文写作》| 腾讯会议直播 

1.2 家事法实务沙龙综述｜邓雯芬、李凯

文：《律师法律论文写作》 

2、刘海娜、付鹏博、段凤丽：家事律师专业

化能力的具象化表达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1577&idx=1&sn=ce6ee71502e456f74ec33e4d2ffdd34d&chksm=8b181259bc6f9b4ff1cdbe148bc361b67d8554528cea4133cd89fb14daa35accd3c0ead2aa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1577&idx=1&sn=ce6ee71502e456f74ec33e4d2ffdd34d&chksm=8b181259bc6f9b4ff1cdbe148bc361b67d8554528cea4133cd89fb14daa35accd3c0ead2aa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3932&idx=1&sn=94b3a2a49737ef94929465ba908900d8&chksm=8b1834bcbc6fbdaa3fe036a5b0bdd60b1eb1fb4e3c5cd2afd1acb17ef2103f6f7a93b818b6d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3932&idx=1&sn=94b3a2a49737ef94929465ba908900d8&chksm=8b1834bcbc6fbdaa3fe036a5b0bdd60b1eb1fb4e3c5cd2afd1acb17ef2103f6f7a93b818b6d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3939&idx=1&sn=63782646b390dce4b657ef6e5e5673f3&chksm=8b1834a3bc6fbdb5ec891cadf991d229a819919466ca989b7f39f409d8062f1556a02e22786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3939&idx=1&sn=63782646b390dce4b657ef6e5e5673f3&chksm=8b1834a3bc6fbdb5ec891cadf991d229a819919466ca989b7f39f409d8062f1556a02e22786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3939&idx=1&sn=63782646b390dce4b657ef6e5e5673f3&chksm=8b1834a3bc6fbdb5ec891cadf991d229a819919466ca989b7f39f409d8062f1556a02e227861&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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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沙龙预告｜《家事律师专业能力的具象

化表达》——刘海娜律师| 腾讯会议直播 

2.2 家事法实务沙龙综述｜刘海娜：《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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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柯直、付鹏博：民事案件再审程序的代理

——以夫妻债务案件为例 

3.1 沙龙预告｜《民事案件再审程序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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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实务相关法律问题解读》 

5、于磊、付鹏博：婚姻家事与不动产登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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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沙龙预告 | 《婚姻家事与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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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家事法实务沙龙综述｜李炜：《婚姻家

事与不动产登记实务》 

6、徐文丽、李琳、杨竹一、段凤丽：家事律

师专业化的五个进阶 

6.1 沙龙预告 |《家事律师专业化的五个进

阶》——徐文丽律师 | 小鹅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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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沙龙预告 | 《涉家庭暴力案件代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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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葆莳、冼一帆、杨竹一：民法典中的遗

产管理人制度 

12.1 沙龙预告丨《民法典中的遗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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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沙龙综述：《民法典中的遗产管理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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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维亮、段凤丽、李凯文、祝双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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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沙龙预告：曹冬梅：《如何掌握家事调

解的要诀》 

14.2 沙龙综述：《如何掌握家事调解的要诀》

——曹冬梅律师 

15、桂芳芳、曹成、曹晓静、王丽：律师演讲

养成秘籍 

15.1 沙龙预告丨《律师演讲养成秘籍》——

桂芳芳律师 

15.2 沙龙综述：《律师演讲养成秘籍》——

桂芳芳律师 

16、林冰、邓云龙、易轶、王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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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沙龙预告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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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冰律师 16.2 综述暂缺，请扫码观看视频。 

17、李卉、桂芳芳、邓雯芬、段凤丽：代孕子

女抚养权纠纷裁判分析 17.1 沙龙预告：代孕子

女抚养权纠纷裁判分析|李卉 

17.2 沙龙综述|李卉：代孕子女抚养权纠纷

裁判分析 

18、赖芳玉、郝惠珍等：十周年纪念特别沙龙 

18.1 沙龙预告|“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沙

龙十周年纪念特别沙龙 

18.2 “家事法苑”家事法实务沙龙十周年

纪念特别沙龙综述 

19、刘玲、高明月、孙敏、邓雯芬：明星分手

费与敲诈勒索 

19.1 沙龙预告 | 刘玲 | 明星分手费与敲

诈勒索罪 

19.2 家事法实务沙龙综述 |  刘玲 | 明

星分手费与敲诈勒索罪 

20、郑素洁、谢芳、赵宁宁、陈贝贝：在线诉

讼程序对律师代理家事案件的挑战 20.1 嘉宾邀

请函 | 家事法实务沙龙 2022年第 2期（总第 68

期）：在线诉讼程序对律师代理家事案件的挑战 

20.2 沙龙预告 | 郑素洁 | 在线诉讼程序

对律师代理家事案件的挑战 

20.3 沙龙综述 | 郑素洁 | 在线诉讼程序

对律师代理家事案件的挑战 

21、曹晓静、袁芳、陈贝贝：涉外继承的司法

协助 

21.1 沙龙预告 | 曹晓静 | 涉外继承的司

法协助 

21.2 沙龙综述 | 曹晓静 | 涉外继承的司

法协助 

22、家事法苑团队成员、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

群友：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群友 2021年年终线上

分享会 

22.1 预通知 | 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群友

2021年年终线上分享会 

22.2 议程 | 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群友

2021年年终线上分享会 

22.3 综述暂缺，请扫码观看视频。 

家事法讲坛（网络）第十九期预告 | 公告 

2022-07-07  中国民商法律网   
https://mp.weixin.qq.com/s/iy5gNvZjgFq1yVuRKDvU_g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所涉及

的家事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热点。2016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 7月，最高人

民法院在试点工作结束后又发文进一步深化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9086&idx=1&sn=89a39b43f2e337973c8b72cd1d0c344b&chksm=8b18189ebc6f91882426cd41ac763ffb11db97496322d8a6180a4f6e18ec345c089f6c3aa06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9086&idx=1&sn=89a39b43f2e337973c8b72cd1d0c344b&chksm=8b18189ebc6f91882426cd41ac763ffb11db97496322d8a6180a4f6e18ec345c089f6c3aa06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9423&idx=2&sn=069ad231528520db02cd3835643f0ca9&chksm=8b1819cfbc6f90d985a87302164aa9f9e4a369e3cdd114e538d15b338887c8397171458c749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9423&idx=2&sn=069ad231528520db02cd3835643f0ca9&chksm=8b1819cfbc6f90d985a87302164aa9f9e4a369e3cdd114e538d15b338887c8397171458c749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9423&idx=1&sn=51e1d1298d0d77da2d96f8d0e4289018&chksm=8b1819cfbc6f90d9ce2d9172c70cf43756f647a908e6ae3f9f10a92ecadf1a632c8174a4c9e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79423&idx=1&sn=51e1d1298d0d77da2d96f8d0e4289018&chksm=8b1819cfbc6f90d9ce2d9172c70cf43756f647a908e6ae3f9f10a92ecadf1a632c8174a4c9e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0524&idx=1&sn=ba62593471f357f343d2fb57360583bd&chksm=8b181e7cbc6f976a36bb8013363b093c1013dad203b9a51082332d1bc3fe265d03b5f03a1d8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0524&idx=1&sn=ba62593471f357f343d2fb57360583bd&chksm=8b181e7cbc6f976a36bb8013363b093c1013dad203b9a51082332d1bc3fe265d03b5f03a1d8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1577&idx=1&sn=ce6ee71502e456f74ec33e4d2ffdd34d&chksm=8b181259bc6f9b4ff1cdbe148bc361b67d8554528cea4133cd89fb14daa35accd3c0ead2aa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1577&idx=1&sn=ce6ee71502e456f74ec33e4d2ffdd34d&chksm=8b181259bc6f9b4ff1cdbe148bc361b67d8554528cea4133cd89fb14daa35accd3c0ead2aa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1577&idx=1&sn=ce6ee71502e456f74ec33e4d2ffdd34d&chksm=8b181259bc6f9b4ff1cdbe148bc361b67d8554528cea4133cd89fb14daa35accd3c0ead2aa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1577&idx=1&sn=ce6ee71502e456f74ec33e4d2ffdd34d&chksm=8b181259bc6f9b4ff1cdbe148bc361b67d8554528cea4133cd89fb14daa35accd3c0ead2aa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1577&idx=1&sn=ce6ee71502e456f74ec33e4d2ffdd34d&chksm=8b181259bc6f9b4ff1cdbe148bc361b67d8554528cea4133cd89fb14daa35accd3c0ead2aa15&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5532&idx=1&sn=5166e8343bce34842ebd2d825e8602f7&chksm=8b1861ecbc6fe8fab1935ade83362c80fb5c74eb9ada717cddaa6df30103e36ef3de1e82e6b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5532&idx=1&sn=5166e8343bce34842ebd2d825e8602f7&chksm=8b1861ecbc6fe8fab1935ade83362c80fb5c74eb9ada717cddaa6df30103e36ef3de1e82e6b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6009&idx=1&sn=11465c60b2866b8b6f0d1ed3d20910f0&chksm=8b186389bc6fea9f7b9091a68260af81c94abaa83ce9bf168510766168c08e49fc1a21f2293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6009&idx=1&sn=11465c60b2866b8b6f0d1ed3d20910f0&chksm=8b186389bc6fea9f7b9091a68260af81c94abaa83ce9bf168510766168c08e49fc1a21f2293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3334&idx=1&sn=4f1b837bf5e2cbe50aa03ebb2db8255c&chksm=8b186976bc6fe0602f1bde824d3720b219aea4c569817c4200d0bdd63bb0992c5a97518ccf20&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3334&idx=1&sn=4f1b837bf5e2cbe50aa03ebb2db8255c&chksm=8b186976bc6fe0602f1bde824d3720b219aea4c569817c4200d0bdd63bb0992c5a97518ccf20&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4805&idx=1&sn=3ed241cf4ceac4a01a32112a3bf4ff9f&chksm=8b186f35bc6fe6237a1839f1b5476f66fadde8b34464307690ed5420e7e739f05ef493fbc51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84805&idx=1&sn=3ed241cf4ceac4a01a32112a3bf4ff9f&chksm=8b186f35bc6fe6237a1839f1b5476f66fadde8b34464307690ed5420e7e739f05ef493fbc51d&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059&idx=1&sn=1180e8ce91c85a21e925edcc72d6357d&chksm=8b184b6bbc6fc27d639e4399ca1765b4abe2c3ea6f0be833e28b37b0916a00fc8cdaf69e86b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059&idx=1&sn=1180e8ce91c85a21e925edcc72d6357d&chksm=8b184b6bbc6fc27d639e4399ca1765b4abe2c3ea6f0be833e28b37b0916a00fc8cdaf69e86b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555&idx=1&sn=0a2bfc2e83b1cce78e3df25fbf885b9d&chksm=8b184d7bbc6fc46d39794cdfca008525bde52989469fbc660b8cfa81e21366db888f132b14d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555&idx=1&sn=0a2bfc2e83b1cce78e3df25fbf885b9d&chksm=8b184d7bbc6fc46d39794cdfca008525bde52989469fbc660b8cfa81e21366db888f132b14d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555&idx=2&sn=3c67eba2ccbdf176374428083aafa973&chksm=8b184d7bbc6fc46d7d88ed4a3e6354a4502e70ab0a7f4817057d37cde875b159646da849ac5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555&idx=2&sn=3c67eba2ccbdf176374428083aafa973&chksm=8b184d7bbc6fc46d7d88ed4a3e6354a4502e70ab0a7f4817057d37cde875b159646da849ac5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555&idx=2&sn=3c67eba2ccbdf176374428083aafa973&chksm=8b184d7bbc6fc46d7d88ed4a3e6354a4502e70ab0a7f4817057d37cde875b159646da849ac5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4234&idx=2&sn=3d56b0b30effb53225b5e00447341370&chksm=8b1843eabc6fcafc7155862a198f0c38a06098041e850c61f18f117cb270a72cd508becf089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4234&idx=2&sn=3d56b0b30effb53225b5e00447341370&chksm=8b1843eabc6fcafc7155862a198f0c38a06098041e850c61f18f117cb270a72cd508becf089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5587&idx=2&sn=6864c97300aabf43b3b60900a2aca0e7&chksm=8b185913bc6fd00528cd498a876c93bad481e711b43496ce6fb60ab4cef76cf33985633ef27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5587&idx=2&sn=6864c97300aabf43b3b60900a2aca0e7&chksm=8b185913bc6fd00528cd498a876c93bad481e711b43496ce6fb60ab4cef76cf33985633ef27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5587&idx=1&sn=f72df2fe3253f9a65e5469648b555587&chksm=8b185913bc6fd00532c20415f02a03753f99502ad491af84d0fd043f3695408380b96be4f0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5587&idx=1&sn=f72df2fe3253f9a65e5469648b555587&chksm=8b185913bc6fd00532c20415f02a03753f99502ad491af84d0fd043f3695408380b96be4f04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6293&idx=4&sn=05174eb81cbda11aa3d63e339e516c49&chksm=8b185bd5bc6fd2c31b7f5f2a629e1bb0e61a84c988affb4e7feb92615f7980645dd3ba2f7af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6293&idx=4&sn=05174eb81cbda11aa3d63e339e516c49&chksm=8b185bd5bc6fd2c31b7f5f2a629e1bb0e61a84c988affb4e7feb92615f7980645dd3ba2f7af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1874&idx=1&sn=42a014dfc4ded61ef74c6a1a171db47c&chksm=8b184a92bc6fc384fee6c28afe033db0515520cb387254c476979daadc067bba75e3b09c136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1874&idx=1&sn=42a014dfc4ded61ef74c6a1a171db47c&chksm=8b184a92bc6fc384fee6c28afe033db0515520cb387254c476979daadc067bba75e3b09c136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320&idx=1&sn=ab7a2071ea1d4f6bacc1a0bcea325149&chksm=8b184c50bc6fc546d2d9373213a4ab20a1daa683365128edf4e087498552a705cedc6a6113d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2OTExOQ==&mid=2666292320&idx=1&sn=ab7a2071ea1d4f6bacc1a0bcea325149&chksm=8b184c50bc6fc546d2d9373213a4ab20a1daa683365128edf4e087498552a705cedc6a6113df&scene=21#wechat_redirect
file:///D:/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家事法苑


562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为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

务界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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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讲坛”系列活动，邀请法律职业共

同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为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继承编的正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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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题 

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的若干

问题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7月 27日（周三）晚 19:30-21:30 

三、活动方式 

腾讯视频号（开放式直播，不设回放） 

 

四、主讲嘉宾 

 

肖峰，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原最高法院

主审法官，国家法官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

院国资委特聘授课专家、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会理事、中华遗嘱库法律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

办案标兵。民诉解释、建工解释、劳动争议解释、

民间借贷解释等主要起草人。最高法院民法典继

承编立法建议稿执笔人，《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

释一理解与适用》执行编辑、主要撰写人。著有：

《民法典继承编条文释义与疑难适用》《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条文精释与案例实务》《新民诉法解

释法义精要与实务指引》《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条

文解析与实务适用》等。 

五、与谈嘉宾 

 

王歌雅，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学名师，中

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

会《民法典》编纂项目组专家成员。主要继承法论

文包括：《论继承法的修正》《疏离与回归：女性

继承权的制度建构》《＜民法典·继承编＞的编

纂理念与制度构想》《＜民法典·继承编＞：编纂

争议与制度抉择》《＜民法典·继承编＞：制度补

益与规范精进》《＜民法典·继承编＞的人文观

照与制度保障》等，出版《＜民法典·继承编＞立

法研究》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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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彦，吉林大学法学院匡亚明卓越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法学

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基金专项课

题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典》

中的价值定位与规范配置”首席专家，继承相关

的科研成果有《遗产限定继承论》《论法定继承人

继承份额的均等分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 1130 条解读》《民法典家事财产法制的教

育功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理念的

研究》《居住权立法与继承编的制度创新》《民法

典编纂中继承法编几个问题的探讨》。 

六、总点评嘉宾 

 

龙翼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法研

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 

 

孙若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婚姻家庭法研

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常务理事。 

七、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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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苑公众号 

 

中国民商法律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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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实务沙龙综述：配偶放弃继承的效力 | 家事法苑团队 | 2022 年

第 4 期 

原创：2022-07-15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nsJQs3f0Zn1WK6GcDQNHew 

感谢实习生李瑞旎对本综述整理做出的贡献 

 

陈贝贝律师：今天的活动其实正式是 19:30

开始的，在开始之前先容许我来介绍一下活动的

产生。一开始是罗延飞律师在我们继承群里面分

享了自己的一则小案例，接着群里各个专家学者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题为配偶放弃继承的效力，

当然参与讨论的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正是

借此契机我们组织了一个主题为配偶放弃继承效

力的家事法苑的家事法实务沙龙。 

首先我简要介绍下我们家事法苑的实务交流

群，这个群由我们家事法苑团队于 2008年 2月 15

日创建的，群内成员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学

者、公证员、房管、民政、妇联等多个领域的人员，

也包括其他领域的法律从业者和一些媒体朋友。

我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旨在打造一个专业领域

内法律职业共同体业务交流的平台，今天各位的

主讲嘉宾、分享嘉宾、与谈嘉宾都在我们的群里。

自我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创建以来，我们的群

就定位为特定的专业的主题群和学习型的群，群

内主要是分享婚姻家事、家庭立法、司法以及理

论研究的动态，比如家事审判改革或者是典型的

婚姻家事案例，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

的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也许趁着讨论某一个问

题的时机，我们的新一期家事法实务沙龙就开始

了。 

目前我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主要有 15 个

群组，包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的 A到 G群，继

承实务交流群的 A 到 D 群，还有涉外的实务交流

群。另外我们还有法律人的电影音乐群以及健步

群等。目前来讲我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就专

业的学习群来说，群内总人数已经达到 7000多人，

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家事法苑组建的交

流平台上来。不论是从日常群内的交流，还是我

们家事法沙龙的组织，我们都希望能够加强婚姻

家事领域内专业知识的探讨，从而促使我们的业

务更加精进。 

活动正式开始的时间已经快到，我想通过刚

刚 5 分钟的等待，可能有更多的观众加入到我们

家事法实务沙龙的视频号里面来，那我们就正式

开始本期的家事法实务沙龙（2022 年第四期），

也是总第七十期的家事法实务沙龙。今天的主题

为配偶放弃继承的效力。我们知道配偶放弃继承

在实践当中是屡见不鲜的，这其实是源于我国的

夫妻共同财产制，也就是婚内继承所得的财产，

如果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为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在离婚的情况下，通常一方会通过放弃继承

的方式来阻止另外一方获得自己家的遗产。那么

此时配偶放弃的到底是继承权还是财产权，这种

放弃是否有效，种种实践的问题可能就接踵而来，

所以我们借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里面各个嘉宾的

踊跃讨论来组织了这次的沙龙。 

file:///D:/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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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沙龙的第一位分享嘉宾是我们的荣芳倩

律师，在私下跟荣律师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

荣律师问我说这一期分享什么比较合适。我给荣

律师的建议是，因为配偶放弃继承是较为深厚的

理论问题、法律问题，之后荣律师说她要做一个

法律与理论问题的导读，先跟大家引入这个问题，

然后让大家来便于后面的讨论。荣律师是北京市

当代律师事务所家事团队负责人，硕士毕业于中

国政法大学，同时荣律师也是国家三级心理咨询

师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师和金融理财规划师。接下

来我们就有请荣律师进行分享。 

 

荣芳倩律师：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晚上

好，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配偶放弃继承的效力，

主要内容为法律与理论问题的梳理。我先声明一

点，因为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定的个

人主观倾向，再加上能力所限，如果有谬误的话

还请各位老师和同仁们指正。我就正式开始今天

的分享，抛砖引玉，给我们今天的沙龙做一个铺

垫。 

今天我分享的内容大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问题的导入、第二部分是继承权的相关理

论、第三部分为关于继承放弃继承的几个问题、

第四部分是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介绍。第一个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刚才陈律已

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直接切入。我们假

设一个案例，假设说有一起继承已经发生，我们

可以看在民法典继承编是如何规定的，那么假设

继承开始被继承人身故，那么按照继承编的相关

法律规定，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第 1121条规定，继

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我们往下看，根据民

法典物权编第 230 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

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接着再看，根据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第 1062条第 4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取得的继承或受赠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

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除指定的一方继承的以外。

根据上述规定，我们能够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继

承开始后，遗产的所有权都转移到了继承人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遗嘱指定继承人单独继承

的情况，那么继承人对其所继承的遗产已经拥有

了所有权，此时遗产应当就已经成为夫妻共同财

产了，这时候继承人如果放弃继承，这种放权继

承显然就侵犯了另一方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的权

益。如果按照当前所述的三个部门法之间的规定，

显然与我们的司法实践并不一致，这个问题其实

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结合今天我

的分享总结还有其他同仁分享的一些具体的案例

及数据，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这个争议的存在。

我们说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部门法之间存在着冲

突所导致的，接下来看继承权的相关理论，继承

权在继承开始的前后，它的权利性质和形态有一

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根据台湾学者关于继承法继

承权理论来说，它是一个三分法。在继承开始之

前，继承权是一个期待性质的继承权；在继承一

旦开始（即被继承人身故之后），继承权的性质就

变成了形成权性质的继承权；若继承人接受或者

放弃继承，此时继承权就变成了支配权性质的继

承权，在文献中或者实践中也有人称之为既得权

性质的继承权。在此过程中对于遗产的处理也很

关键，遗产继承开始的时候，遗产是共同共有，在

遗产处理的时候就变成了各自的所有权，那么遗

产处理的时间节点以后，继承权就变成了财产的

所有权。从继承权的发展理论来看，在遗产处理

以后，继承人能够得到他那一部分遗产的财产遗

产所有权，那么这个时候他这部分对应的遗产才

能够进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蓄水池。在了解继承权

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以后，我们再重新看一下民法

典物权编的规定，第 230 条规定因继承取得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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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我们再理解一下它

为什么要如此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继承开始时

到遗产处理时期间，存在着遗产所有权的一个权

利空白或者说真空的状态，物权编的这一条规定

相对来说是为了弥补所有权权利真空，所以它做

了这样的规定。我们接下来再看婚姻家庭编的规

定，它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性的规定，另外

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的第 81条之规定，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

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

婚时另一方要求请求分割的，这怎么处理？人民

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

后另行起诉。也就是说对于部门法之间的冲突，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采取了一个回避冲突的态度。

那么关于继承编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说继承从被

继承人死亡时开始，放弃继承要求是在遗产处理

之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民法典继承编的司法

解释第 35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

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另表示遗产分割后

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实际上它

变相的承认了继承权和所有权是存在界限的。因

此在遗产没有分割没有处理之前，它依然是继承

权。接下来我们看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第 37条，

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也就是

说如果一旦继承人放弃了继承，那么就主动拒绝

了继承权向所有权的转化。 

关于放弃继承的几个问题，这是我做一个引

子，并没有做对这个问题回答，期待后面能够和

实务中的几位律师能够做出回答。那么在查找文

献的过程中，我们看有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第

一个问题是放弃继承的放弃的到底是什么？主要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放弃继承是身份行

为；第二种是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相符合的法律

行为；第三种是仅为财产行为而非身份行为。第

二个问题是放弃继承有没有时间限制？我们说民

法典中明确规定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理前，但是我

们在实务中也会经常发现，遗产处理有时也会成

为规避问题的一个手段，遗产处理究竟什么时候

处理，什么时候分割，缺乏明确的时间限制。第三

个是放弃继承的限制，就是放弃继承不能附条件，

也不能附期限。第四个相关问题是无效的放弃继

承，民法典中对放弃继承有一个救济的手段是什

么？继承人因放弃继承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

那么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这里面什么是法定

的义务，有没有明确的解释？这方面还有待研究。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刚才主持

人也介绍了，这个问题的起源肯定是因为我们国

家法定的夫妻财产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

前提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我们说夫妻共同财产

制。财产的认定原则是现在的通说应该是协力说，

即在一方配偶得到继承的财产时，是否存在另一

方配偶的协力贡献，是否符合夫妻共同财产认定

的原则，值得讨论。第二个就是一方配偶继承的

财产，这是我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有贡献或者协

力，那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补救方式？民法典第

1088条提供了补偿请求权，对另一方配偶有贡献

或者协力的时候，就能够对它做出一定的补偿。

也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夫妻共同财产制这个

角度去对另一方配偶有一个补偿，或者说还可以

寻找其他的救济途径。 

再有一个我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一

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夫妻共同财产存

在限缩的趋势，我做了一个时间轴，大家可以看

一下，2001年版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我国夫妻个

人财产制，界定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那么 2001

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取消了夫妻共同财产转化

的制度。2004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它对于个

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的限制体现在这几点，规定

了彩礼返还的几种情形，然后婚后取得的具有人

身性质的财产为夫妻个人财产，婚前父母出资购

房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到 2011年的婚

姻法司法解释三，婚前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为个人财产，夫妻一方

婚前按揭购买的不动产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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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到上述内容，就是说在夫妻共同财产

制的演变中实际上存在共同财产受到限制，而个

人财产得到认同和尊重的趋势，以上就是我要分

享的全部。 

陈贝贝律师：好的荣律师，感谢您的精彩分

享。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分享嘉宾罗延飞律师。

罗律师是星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本科毕业于中

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罗律师已经

有 13年的执业经验，专业领域包括企业合规和民

商事争议等各个方面。本期的沙龙也是基于罗律

师在我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当中的一个问题而

开启，接下来欢迎罗律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罗延飞律师：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各

位同仁来探讨关于离婚诉讼中配偶放弃继承的相

关问题。实际上关于离婚诉讼中配偶放弃继承这

个问题，我是刚好代理了这样一个案件才开始关

注和学习，我也学习了今天嘉宾邓律师的硕士论

文，对我处理案件有很大的帮助。虽然代理案件

是今年 5 月份二审判决的，我的当事人也很满意

最后的结果，但是事实上对于律师来讲，最怕的

是当事人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解

决。对方当事人上诉的时候提出了放弃继承的上

诉主张，二审法院并未支持他放弃继承的主张，

判决结束之后，我发现我的疑问更多了。 

本来最开始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结果看到

法院的判决之后增加了我的好几个疑问，有多方

面的原因。第一个是法官在一些关键问题点上实

际并未做出一个回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

我们知道现在婚姻家事的很多判决的判项，法官

大多并未在裁判文书中体现它自由心证的思路，

因此律师拿到判决书之后只能去猜当时法官是基

于什么样的法律逻辑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这

个判决我拿到之后，法官增加了我的好几个疑问，

虽然在收到判决之后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就目前

司法判例中的一些已经达成共识的点做了一个归

纳，但是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在离婚诉讼中放弃

继承的有关问题反而更多了。 

我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代理的这个案件，

一审过程中法院判决分割的是男方父亲的一套房

产，房产登记在其母亲名下，母亲又刚好处于植

物人状态，男方是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在婚后将

房子出售之后得了 40万，并且交给了女方进行特

定化的理财，也就是说这 40万的房款是放在一个

银行账户里面，没有与其他财产进行混同的固定

理财。一审法院判决男方应当将继承部分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对半分，女方分得了 1/4的 1/2，

也就是分得 5 万块钱。二审男方不服提起上诉，

在上诉中表示放弃对遗产份额的继承。我们说的

男方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分给女方相应的遗产，

法院最后的判决是不予支持。法院在理由部分表

示本案中男方在一审中从未提出放弃继承，现在

二审中又提出放弃继承违反了法定程序，且有违

诚实信用原则，故不予支持。我相信这个判决的

说辞我们当事人会觉得法官说的挺好，但是作为

我们律师去深究法院判决的说理部分时，就会发

现有很多的问题。 

我将问题进行了一个归纳，第一个问题：一审

中没有提出放弃继承，二审中是否有权提出放弃

继承。刚才荣律师讲到了，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就是放弃继承是否有时间的限制，如果时间

限制仅受民法典上面关于在遗产处理之前放弃继

承，遗产处理之后放弃继承属于放弃财产，如果

受此限制的话，那么一审中没有提出放弃继承，

二审中提出而遗产还没有处理之前是否违法，违

反了哪个法定程序？在程序过程中一审没提出，

二审为什么不能提出，只要遗产没有处理之前，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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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诚实信用，法官不予支持的理由之一是违

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我们知道诚实信用原则虽然

是民事行为中的帝王条款，民事行为必须遵守诚

实信用，但是在民法总则以及在继承编里面关于

放弃无效适用了相应的法律原则。我们看到仅出

现了公序良俗原则，也就是说对于违反公序良俗

原则的放弃行为可以认定无效，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是否就必然导致无效？有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在合同中我们说到对方的行为

违反程序性原则，我们更多追究的是什么？违约

责任。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是否必然导致民事行为

无效，这是否存在探讨的空间。第三个问题：放弃

继承放弃的是物权还是身份权？其实刚才荣律师

也讲到，在放弃过程中对于放弃行为有效性，以

及是否侵犯配偶一方财产权益的一个核心的论述。 

第四个问题就是因继承取得物权的配偶的共

有权何时产生？刚才荣律师讲到了，根据民法典

中关于配偶分割遗产，如果主张分割遗产，应当

在遗产分割完毕之后另行主张，那么配偶的共有

权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我们经常说虚空的虚空

就是无界的虚空。配偶是双方共有，遗产继承发

生之后，所有法定继承人之间也是一种共有状态，

共有的共有是否必然产生一种共有，这也是一个

我们需要讨论的。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在遗产处理前放弃遗

产。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民法典上面

关于放弃的时间节点是在遗产处理前，而民法典

的司法解释说的是在遗产分割前，那处理和分割

有没有区别？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遗产是没有

进行分割的，它只是进行了处理，只是将房产变

成了房款，并且将所有的房款固定在一个账户上

特定化，也没有进行一个分割。在此情况配偶能

不能主张分割，如果按照刚才司法解释依然没有

分割，我是无权主张在本案中进行分割的。 

第六个问题是放弃继承有效性的限制有哪些。

回溯到民事行为有效性的法律规定来看，因为对

于民事行为有效和无效，一定是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关于其中讲到违反对于放弃继承人的法定义

务的履行，如果有损的话是会得到限制或否定性

的。那么法定义务究竟有哪些？我们在探讨的过

程中李律师提供了一个新闻案例，讲到说一方放

弃继承，导致被追究了拒不履行判决罪，那么法

定义务包不包含？既然如果说按照经过法院或者

仲裁委确定的生效判决确定的债权，这属于法律

义务。那么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自然债权的合同

之债是否也有限制，相应的债权人是否也有撤销

权，这个是需要思考的。 

那接下来，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一审中没有

放弃继承，二审中是否仍有权提出放弃继承？我

们看到在继承的放弃中并未有关于程序性的限制，

诉讼法中也没有规定说一审中没有提出放弃继承，

二审中不能够提出放弃继承。那么它的法定程序

究竟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另外的司法解释，比

如说最高院出台了建设工程的司法解释中有一条，

相应的举证责任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鉴定申请的，

在二审中如果法官有必要认为仍有权提出鉴定申

请。鉴定程序就是这种鉴定申请在一审中没有提

出，二审说仍有权提出。那么放弃继承为什么在

一审中没有提出放弃，二审中就无权提出，法定

程序应当如何解读？我思考来思考去，认为有一

点可以作为支撑，即禁止反言的原则。虽说法律

上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禁止反言是民诉讼

程序中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一审中没有提出放弃

继承，没有做出明确的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那

么可以推定为接受了继承，二审中忽然提出放弃

继承的请求，这样的意思表示违反了禁止反言的

基本原则，从而构成违反法定程序。由于违反了

禁止反言的基本原则，必然是违反了诚实信用的

原则。法官作出这样的判决——认为违反法律程

序，并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时，是不是重点考虑

了禁止反言的原则，这只是我的一个推断，通过

法官判决结果去进行的推断。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诚实信用原则

和公序良俗原则哪个更为合适？如果说放弃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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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不分割给配偶相应的遗产。如

果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可以直接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无效，进而进行否定是

否效果更好。因为诚实信用原则并不表示一定无

效，违反合同义务只是一个违约行为，确定一个

民事行为无效一定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目前我

们看到的能够用民事基本原则去否定放弃继承的，

就是公序良俗原则。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实务中去

考虑或者说去否定对方放弃继承的行为是否有效

的时候，可能公序良俗原则会更加有效，毕竟它

有更明确的法律规定。 

关于放弃继承放弃的是物权还是身份权这个

问题，我比较赞同刚才荣律师的观点。就继承开

始的问题，刚才荣律师讲到关于遗产分割来回诉

认定物权取得的时间，其实还有一点是关于转继

承相应的判例中也有，根据民法典 1152条关于转

继承的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

死亡的，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

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但是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

转继承的规定，如果说如果按我们讲述的，如果

继承开始之后，夫妻一方基于对方的继承行为，

就已经取得了物权或是相应物权的共有权，那么

必然不会导致遗产的转继承。按照上述原理，转

继承下并未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而是将

相应的继承份额直接转给其继承人，整体转移不

存在在配偶之间进行分割的行为。从反移转继承

来说，实际上对于物权取得是基于计时开始支持

的一个很有力的反驳，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在继承

又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直接取得了物权，就继承权

本身来讲，它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而不是直接取

得物的所有权。同样放弃继承和放弃继承权相比，

两者是具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知道放弃继承和放

弃继承权相对应的是放弃财产。那么在放弃继承

的过程中，我认为放弃不仅仅是一个资格的问题，

它更多的是一个参与到遗产处置的行为，它与放

弃继承权有本质的区别。另外刚才我讲到了在遗

产分割和遗产处理上的区别，民法典上面关于放

弃继承的表述是在遗产处理之前，而司法解释中

所表述的是在遗产分割之前，那么遗产处理和遗

产分割有没有区别？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对于遗产的处理，可以看到在民法典继承编

的第四章——遗产的处理方面，它包括很多内容，

包括债权的收集、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甚至包括

遗产。像刚才我代理的案件中将房产出售之后遗

产形态的变化，当遗产由房子变成钱的时候，继

承人并未进行分割，那么此时是否能够放弃继承？

在代理案件中男方亲自参与遗产的处置，将遗产

卖掉了变成房款，那么他的参与行为能不能够足

以认定，但是实际上他没有放弃继承的真实意思，

所以我们认为遗产的处理是一个更为宽泛的限制。

如果说在遗产处理之前放弃意味着遗产继承发生

之后，放弃继承的人对于继承行为是一种绝对消

极的状态，其不应当去参与遗产管理人的确定、

遗产的管理和处置、将房子变成房款、遗产的出

租收益等，只要存在以上的管理处置遗产的行为，

即使遗产没有进行分割，也都认定为继承人实际

上是有参与遗产继承的意思表示，这个时候放弃

继承和放弃继承权就有了相应区分。所以我个人

更倾向于是在遗产处理之前，而不是在遗产分割

之前，因为分割实际上是已经将遗产由共有状态

变成了各个继承人取得所有权的一个状态，它是

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从继承发生到遗产的分割，

整个阶段都属于处理行为，只要在整个处理行为

中，继承人有参与到遗产的处置行为，都认定为

是并未放弃继承，这样更有利于约束继承人，以

防止继承人通过放弃继承来逃避相应的债务。所

以我认为在遗产继承的放弃上面，采取遗产的处

理更为有效，而不是根据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

第 35 条规定的分割前，处理和分割是有区别的。

以上是我在分析处理和分割区别时作出的比较，

因为毕竟民法典继承编第四章为遗产的处理，我

们可以看到遗产处理下面的行为都叫遗产的处理。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的处理绝对不仅仅是分割

那么简单，甚至包括债务的处理、对房子遗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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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等，这些都属于遗产的

处理，它会更宽泛。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法定义务，根据民法典继

承编司法解释第 32条，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

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这里刚才荣律师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观点，

什么叫做法定义务？法定义务的限制是应该限定

在哪些范围之内。我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答辩

时提到了男方不能履行法律义务，因为离婚诉讼

中男方在从一审到二审期间没有付抚养费，甚至

要求降低抚养费的标准，理由是自己经济状况不

太好，所以我在向法院发表意见时提出了他放弃

继承致使其对于履行支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是有

损害的，也侵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

认为他放弃继承无效的。关于法定义务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它更多的是基于人身关系所产生的，

比如说抚养义务、赡养义务，还有刚才我讲到已

经经过法院或仲裁委判决裁决生效的法律文书确

定的法定之债，这个也属于法律义务。除此之外，

如果只是一个自然之债，比如说合同之债并未经

过司法程序，那么此时债务人放弃继承，第三人

债权人主张该放弃继承无效，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支持的。所以我认为在法定义务的解读上面，应

当更多倾向于限定为抚养、基于抚养赡养或是法

院的判决裁定所确定的生效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定

债务。好的，我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陈贝贝律师：好的，感谢罗律师，感谢罗律师

用自己的代理案例为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罗

律师提出的问题确实很值得思考，一审当中没有

放弃继承，二审还能不能放弃继承，可能后面我

们的嘉宾们也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我有

注意到罗律师现在是闽南理学院客座教授，今天

也非常荣幸能够听到罗律师的分享，也感谢罗律

师在我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中为我们分享您的

成果，期待我们能够在群当中有进一步的沟通和

交流。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分享嘉宾唐睿晴律

师。唐律师是广东海埠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领

域涉及到婚姻家事财富传承、合同定制等各个方

面。唐律师是青年律师的代表，也是今日头条、知

乎优质法律内容的原创作者，期待唐律师带来的

分享。 

 

唐睿晴律师：刚刚听了前面两位前辈的分享，

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理解的角度更深了一层。今

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配偶放弃继承的效力，这个

是基于我做的法律检索报告。在与同行的讨论中，

再加上个人的兴趣点，我于 2019 年做了一个实务

当中的检索，来以此厘清我对此法律问题的理解。

因为检索报告以实务为基础，因此我对此问题的

思考也限于一般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未上升到

罗律师的高度。 

我现在来就我 19 年对这个问题进行法律检

索的一些情况，我自己也总结来给大家做一个分

享。我的介绍我就不说了，今天的分享分为 4 个

部分，第一是跟大家讲一下我检索的基础逻辑；

第二是涉及的法律规定，因为在前两位律师都已

经详细阐述，我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第三是我

会总结一下实务中双方辩护人或者是法院在处理

这个问题时常用的说理方式；最后是给大家分享

一下检索案例中反映出的司法实践情况。 

我当时检索的一个命题其实是未分割的遗产

是否构成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这个问题

是今天分享主题的核心。如果构成夫妻共同财产，

继承人不论是放弃 还是进行其他处理，都是一种

侵权行为；否则配偶对继承人放弃的遗产份额无

任何权利可以进行主张。当时我为了细化这个问

题，从 4 个方面思考这个命题。第一个就是最简

单的继承人放弃继承权是否需要配偶的同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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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就是在离婚财产分割案件当中，配偶是不是

取得了对方继承而来未分割遗产的权利，也就是

说在遗产没有分割之前，继承人的配偶是否也是

遗产的共有人之一。第三个就是若继承人在遗产

分割前死亡适用转继承的部分，是否仅限于遗产

的一半，另一半由配偶取得，并且成为个人财产。

第四个就是若遗产分割前继承人的配偶死亡的，

是否有一半的遗产已由配偶取得并构成配偶的遗

产？有些命题可能说起来比较绕，但实质上就是

未分割的遗产是否构成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赔偿。 

针对以上 4 个小问题，因为我当时的检索是

2019年 7月 4号做的，距今大约为 2-3年的时间，

检索案例的来源是用的阿尔法的案例检索系统。

在准备今天的分享之前，我特意把检索命题拿出

来，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更新了数据，是 7 月 5号

做的。我更新我的思路是这样子，对于刚刚涉及

到离婚的遗产的认定问题，我是把它专门做一个

命题来研究，主要是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

释第 81条切入的。然后对于继承当中的一些情况，

我是以物权法第 29条，然后附上关键词，放弃继

承和共同财产，然后时间限定到 2019 年到 2021

年，因为今年我怕很多案例可能没有更新出来，

所以就没有考虑，主要分成这两个部分去把我之

前的检索命题进行了一个验证。我在 7 月 5 号进

行了案例情况的总结。 

2019年 7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看了很多案

例，花了几天的时间，也没有看到案情比较复杂

的，然后我就选了 10个案例，对我刚刚说到的前

3个问题都有回答，第四个问题是没有找到样本。

7 月 5 号做的检索是找到了 9 个案例，就是说刚

刚我们分享程序性的问题，大家还记得那个法条

吗？就说配偶如果是在诉讼中要求分割没有处理

的遗产的话，法院是说等遗产实际分割之后再另

行主张的。我检索到 9 个案例里面全部都是按照

这一条法律规定去判的。这里的检索思路主要是

针对继承案件，其中检索到了 24 个案例，有效的

案例是 4 个，跟我研究方向较密切的是 4 个，涉

及到法律规定与前面两位前辈分享的一致，我在

这边就不说了，其实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还特意

比较了民法典与过往法律规定的区别。我仔细核

对了一下，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意思表示的差异，

比如说是遗产分割还是遗产处理，但实际上整个

变化不大，所以我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在民法典

生效之后，如果说今后新的案件出现的话，裁判

思路大概也是会跟以前一样的，因为法律规定变

动的不多，基本上保持了一致。 

我从案例当中总结出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不

构成夫妻共同财产，即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它不构

成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有以下 5个理由：（1）第

一个理由为，从民法典物权编的法律规定和继承

编的法律规定来看，物权编法律规定解决的是因

继承取得了财产的所有权的时间点，也就是说和

刚刚荣律师讲的台湾继承权理论很贴切，物权编

解决的是因继承取得的物权，这个物权是什么时

候取得的问题。它是说在你继承权事实发生之后

才开始计算。继承编解决的是有无继承权的问题，

这是两者辩护的冲突，说白了其实就是先用继承

法来解决放弃继承还是继承权，然后才会解决后

面所有权的问题。（2）第二个理由为，继承人对

遗产的物权已通过继承取得为前提，物权编不能

排除继承编适用。（3）第三个是继承开始后遗产

分割前放弃继承的，其实并没有取得财产的物权，

因为放弃继承后物权也是不存在的。物权既然不

存在，夫妻共同财产也没有实际取得。既然夫妻

共同财产没有实际取得，再加上放弃继承的，在

没有取得房产的不是遗产的实际权利之前，其实

有很多的权利的归属和状态是不确定的。比如说

继承人有没有继承资格，能够拿到多少遗产，这

些都是不确定的，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

也不应该认为继承人的夫妻之间产生对遗产的共

同共有的关系，也就是说法院认为夫妻共同财产

是在一个非常确定的情况下存在的，若继承权、

被继承人的遗产还未处理，或者说没有分割之前，

它属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不能去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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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所有权的。（4）第四就是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

前，继承人配偶对遗产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只享有

期待权，而不享有实际的财产权利。这个观点其

实可以回应大家之前讨论的放弃继承放弃的是身

份权还是物权，其实也就是讨论继承权这个权利

是身份权还是物权，我个人认为它既有身份权的

性质，也有物权的性质。因为它在继承人之间是

一个共有的状态，相对来说是基于身份关系而享

有了一个未来取得遗产所有权的权利，所以它是

以身份关系为主的。在这个情况下，配偶对遗产

也只是因为是继承人的配偶，继而对继承人将来

取得遗产份额有一个期待权，期待权不是实际的

所有权，就跟继承事实没有发生之前，比如说被

继承人还没有死亡时，作为继承人是不能要求被

继承人一定要把遗产给你，是一样的道理。（5）

第五就是，继承是基于身份取得的遗产权利，现

有法律明确规定放弃继承要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其实这个很简单，实践中会有的观点认为已经有

法律明确规定，放弃继承的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处

理，在此情况下不需考虑继承人配偶的权益。以

上就是不构成夫妻共同财产的常用的 5种理由。 

实践中认为构成夫妻共同财产常用的理由没

有不构成的那么多，它比较集中一点，主要有三

点。（1）第一也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出发，有

些人认为关于放弃继承的规定，以前是在继承意

见里面，它的效力肯定是低于物权法的，而且物

权法是在继承意见之后才生效的，按照法律适用

的原则应该采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

法的原则来适用，所以是要适用物权法的规定，

一旦继承开始了，就视为继承人取得了遗产的所

有权，物权就确立了。（2）第二个观点是基于第

一个观点引申出来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继承一

开始取得物权，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就构成夫妻共

同财产。这里还会引用婚姻法里面对于夫妻共同

的规定。（3）第三个是继承开始时遗产的权利归

属为共同共有，包含继承人的配偶共同共有，那

这个观点就认为在没有实际处理之前的共有状态，

其实要考虑继承人配偶的利益，就是构成夫妻共

同财产。司法实践中对这样问题的处理是什么样

的情况，在我看来基本上属于没有争议的问题。

对于未分割的遗产是否构成继承人的夫妻共同财

产，主流上还是持否定态度，就是不认为构成了

夫妻共同财产。 

在这里就回应一下刚刚的 4 个问题的司法实

践的情况，刚刚也说了主流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

第二个就是主流观点的梳理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每一派观点是没有差异的，

实践中争议也不大。上述 4 个问题均可以得出否

定结论的，我在检索过程中对于前三个问题是都

找到了案例的支持，只有第四个没有找到，是因

为第四个限定条件比较复杂，可能没办法找到比

较贴切命题案情的案例。但是在看这么多案例之

后，我还发现有个别少数的案例，它其实持肯定

态度，比如说我列了两个案例出来，这两个案例

就跟刚刚罗律师讲的一样，法院的说理是非常单

薄的，基本上只有一句话回应了这个问题，我也

可以给大家对这两个案例进行一个分享。首先是

广东省的案子，它基本的事实是原被告于 2000年

相识，结婚之后 2020年在法院的调解下进行协议

离婚，但是当时并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约定。

后女方发现在离婚之前，她老公继承了其父母的

三处房产，之后她就提起了离婚后财产纠纷，要

求分割房产份额。被告在起诉的过程中提出他做

出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

就是被告放弃继承声明是否有效。法院认为继承

开始后，被告并未实际占有该遗产，但是已经取

得部分财产所有权，在离婚过程中被告声明放弃

继承权只是对财产处分的行为，事实上属于对继

承所得夫妻共同财产的单方处分行为，损害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仍应认定为无效。据此法院判决

原告获得被告继承遗产一半价值的补偿。在这个

案件中，法院并未对其认定为单方处分行为进行

详细表述，但是基于我的考虑，它可能是认为放

弃继承的形式上来说不够，可能需要符合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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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要件。第二个是 2013年的案件，它的基本事

实是顾某与郁某是一对夫妻，生育了 6 个子女，

故顾一到顾六，顾某死亡之后不久他老婆郁某也

死亡了，然后郁某生前与案外 4人共有 1套房屋，

这个房屋是并未登记在郁某和顾某名下，所以它

不属于顾某与郁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它占有 1/5

的份额。他们其中一个子女顾一在郁某遗产分割

前死亡，其配偶为郝某。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遗产

的转继承的问题，顾一和他的配偶郝某又生了 5

个子女，很复杂，人数太多，计算起来有点负责。

这个时候法院认为郝某作为顾一的配偶，可以对

顾一继承的份额享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不是

发生一个转继承吗？应该是在顾一的转继承人/

合法继承人之间去分割他转继承的份额，但是法

院认为，作为配偶是享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

所以在后面分割的时候，就继承了遗产的 1/2 的

权利已经留给了配偶了，就是法院判决算出来的

数额很大，我就不跟大家详细讲，大家如果感兴

趣的话可以把案例搜出来，自己慢慢去看，慢慢

去捋。这两个案件其实都是支持了继承人的配偶

对继承的遗产份额是享有共有权利的。好了，我

的分享就此结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我的分享有

所收获，谢谢。 

陈贝贝律师：好的，感谢唐律师的精彩分享。

实践案例对我们律师办案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

的一大法宝。唐律师从案例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

总结，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路。接下来的一位分

享嘉宾是我们的高蕾律师，高蕾律师也是我们家

事法苑团队的老朋友了，她是北京志霖律师事务

所律师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妇

女权益保障法》立法小组特聘专家、国务院妇儿

工委性别平等评估专家组特聘专家，高律师的 

Title有很多，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总之高

律师非常优秀，我们欢迎她的分享。 

 

高蕾律师：好的，谢谢贝贝。首先感谢家事法

苑团队的邀请，那天也是在群里突然看到了罗律

师分享的一个案例，然后我们几个人就迅速的达

成了一致，要开这样一个沙龙来聊这个问题。这

个问题要深究起来还蛮有意思的，我也是很有幸

被排在第四个，刚刚荣律师、罗律师，还有唐律师，

他们三个人分别都从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实践当

中的争议给出了很多的解答，也为我的讲解做了

很多的理论铺垫，我特别的感谢。我就开始从我

自己思考的一个角度来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

法。首先是刚才荣律师在分享结束的时候其实留

了一个尾巴，这个尾巴涉及我提到的第一个问题，

刚好可以接上关于放弃继承制度和夫妻法定财产

制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的问题。 

我记得荣律师在最后的时候留了个尾巴，她

提到并分析了之前的立法趋势，这个分析我觉得

做得也非常好，从 2001年的婚姻法开始，到后面

逐次司法解释的出台，她有注意到夫妻共同财产

的范围在限缩，个人财产的范围在扩大，个人财

产的权利逐渐在得到确认和强调，最后她提出来

说有没有可能把共同财产制改成分别财产制，以

解决放弃继承制度和夫妻法定财产制之间的冲突。

家事法苑团队工作非常细致，在召开沙龙之前，

团队的负责人还有小秘书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

文献资料。前段时间我做文献检索时，确实注意

到了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说由于放弃继承会造

成的对配偶权益的一些纠纷，或者说有一些看似

对配偶权利的一些侵害，然后经过分析之后认为

如果说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者受

赠予的财产被规定为是个人财产的话，可能能够

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和大家分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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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的看法。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刚刚大家都

讲到了放弃继承放弃的到底是什么，我就不再重

复了，那么涉及的法条一个就是民法典物权编 232、

230 条，这个是我们之前物权法的 29条，还有继

承编的两条，它主要涉及的是关于继承开始的时

间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取得物权的开始

时间是继承开始是发生效力，民法典继承编 1124

条主要讲的是放弃继承，继承的时间是在继承开

始之后，遗产处理之前，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形

成这样今天一个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实践当

中有争议？其实核心点在于放弃继承放弃的到底

是遗产的所有权还是继承权。这个问题刚才前面

的三位律师已经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案例检索以

及实务的分析，给到了大家一个答案，我们的观

点都是一致的，我们都认为他放弃的应该是继承

权，而不是遗产所有权，所以这个问题理清楚了

以后，我们再来进行下面的一个讨论。 

民法典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的规定，

也就是刚才荣律师提到的，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 1062条当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其中第

四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继承或者受

赠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

它有一个但书的规定，在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

定只归一方的除外，这个部分目前不在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范围之内的。而且 1062 条的第二款还明

确规定了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所以

说之前我看到一些论文当中针对这一条提出说由

于继承的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法定继

承的财产，没有明确指明这种遗嘱，没有遗嘱明

确指明只归一方所有的话，它是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继承行为完成之后，它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若在继承就是遗产分割之前，如果说继承人放弃

的话，它等于是侵害了配偶的期待利益，所以说

这个之间是有冲突和纠纷的。然后刚才荣律师提

到的观点其实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小的主流

的观点，就是某一个流派也会提到这样的问题，

认为如果说我们把婚姻法的或者应该说是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当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规定

给修改掉了的话，可能冲突就不存在了。关于这

个问题的争论，不光在放弃继承的问题当中，其

实更多的在我们经常讨论的关于父母为子女出资

购房的问题，它其实就是一个赠与的问题。在这

个问题的讨论当中可能呼声更强，很多人都会认

为说，如果我们把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直接规定

为是个人财产，有特殊约定的才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的话，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样进行

规定的话，从理论上来讲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制

度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国家目前的夫妻共同财产

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观点，

把婚后受赠或者继承的财产直接规定为个人财产

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名称叫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

这两个制度是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还是有一个

差别的，它主要的差别就在于我们第一款的第四

项关于继承和受赠财产的一个归属的问题。这个

问题在民法典的修订过程当中也有讨论，而且讨

论的呼声非常强烈。在讨论中，其实最开始的时

候，我的观点也是很倾向于进行修改的。因为如

果一旦改成了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的话，也就是

说把继承或者受赠与的财产从共同财产的范围当

中排除出去，我们实践当中确实会减少很多纠纷

的发生，这是一个事实。我看我们很多律师同行

也都在呼吁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后来的民法典

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经

过讨论论证及大量的调研工作，我们发现在这个

问题上，可能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没有太多的意识，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或者说偏远地区，甚至是

如果我们多深入了解一下的话，甚至是在我们像

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稍微郊区一点的地方，都

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女性很难从自己的娘

家，尤其是农村女性，几乎没有可能从自己的娘

家获得继承的财产。也就是说女性财产权利的保

障，更多的来自于她与自己的丈夫共同分享来自

于丈夫家里继承或者是传承下来的财产，通过这

种方式来实现她在财产权利上的权利。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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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婚后所得共同制改成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的话，

有一大批的类似这样情况的农村女性就会在这个

问题上失去自己的财产权利，也就是说她们既不

能从自己的娘家获得继承的财产，也不能与自己

的丈夫分享丈夫家里面继承的财产，这一点可能

很多人会没听说过，或者说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

情况，可能还会有人说我们继承权男女平等不是

都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吗？事实是这样的，但是在

实践当中它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在调研过程

当中也发现，不光说女性的父母认为自己的女儿

不应该继承家产，女性的兄弟认为自己的姐妹不

应该继承家产，甚至连女性自己都认为自己不应

该继承娘家的财产，而应该由自己的兄弟去进行

分割。基于上述实际情况的大量存在，所以说最

后民法典在这一条修订的时候，没有采用婚后劳

动所得共同制，依然坚持了婚后所得共同制，这

样的规定有它适用的土壤和需求，这个也是跟大

家讲一个立法的背景。 

第二个问题想跟大家聊的就是放弃继承是否

需要得到配偶的同意。其实刚才前面几位律师也

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就简单说一下。从我们立法

的一贯思路当中就能体现出来，法律规定放弃继

承权是不需要配偶同意的，包括我们婚姻家庭编

的司法解释第 81条，刚才前面几位律师都讲到了，

如果在婚姻诉讼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

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另外一方要求分割的，人民

法院是要告知他在实际分割之后再另行起诉。如

果遗产实际分割之后，继承人继承了遗产，配偶

一方可以就离婚后财产分割来进行分割；如果继

承人放弃了遗产，他也没有一个分割的权利依据

了。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第 35 条也规定了，继

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是在继承开始后、遗产

分割前作出，然后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

继承权，而是所有权，通过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

其实明确了我们放弃继承放弃的到底是什么，如

果是在遗产分割之前放弃的，它就是一个继承权，

在遗产分割之后放弃的才是所有权。在遗产分割

之前，对于继承权的放弃权利是属于继承人的，

也就是说不需要配偶来同意的，是继承人自己可

以做主的，这是一个继承自由的表现。只有在遗

产分割之后，这个时候放弃的是所有权，就是遗

产分割之后财产已经获得，它就追溯到继承开始

之时物权的取得的时间，从那个时候遗产就开始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存在了。遗产分割之后，如

果继承人来放弃的话，才是需要配偶同意的。刚

才唐律师分享的一个案例，说这个判决写得非常

简单，虽然并没有实际占有遗产，但是他已经实

际取得了部分，我考虑是不是对于房产来说的话，

它已经进行了一些变更登记，所以说法院认为遗

产已经分割之后，放弃继承的行为是一个单方的

行为，单方处分行为事实上是侵害了配偶的对共

同财产的一个平等的处理权，所以放弃是无效的。

我刚刚猜测了一下，因为判决书的表述非常简单，

但是刚才唐律师这个案例我猜测了一下，大概应

该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案情，有可能它是在遗产

分割之后所表示的放弃，法院认为这个时候你放

弃的是财产的所有权，这个财产在这个时候它是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一个单方的放弃行为

是不能发生效力的。 

刚刚讲到了这些，其实我们是达成了一个共

识，就是说放弃继承是不需要配偶同意的，而且

如果配偶主张放弃继承无效，也不会被法院支持。

但是我们做家事律师都知道家事案件是非常复杂

的，家事案件的发生不会按照法条的规定去进行

演进，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在实践当中我

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可能会出现让我们

认为很不公平的状况。比如说我杜撰的一个案例，

其实这种情况在实践当中非常常见，比如说主人

公房先生和钱女士，他们在婚后 10年的时候，房

先生的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套房产没有留遗嘱，

我们在这就不深究关于遗产的范围了，我们就假

定这一套房产就是房先生的遗产的范围。父亲没

有留遗嘱，房先生的母亲仍然在世，所以就没有

进行分割，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家庭的一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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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一方去世，另外一方还在世的话，我们依然

在继续供养老人，如果是房产的话，也依然会让

老人居住在里面。在此期间，钱女士对婆婆进行

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既包括时间精力上的，也包

括经济上的，双方比如说用夫妻共同财产对婆婆

进行了经济上的支持等等。然后又过了 10年，这

个时候房先生想和钱女士离婚，双方出现了婚姻

破裂，这个时候可能房先生咨询到律师，我们同

仁同行可能给房先生出这样一个主意。如果你不

想这套房产作为夫妻财产来进行分割的话，你可

以做出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这样的话父亲的遗

产全部由母亲来继承，后续再还可以由母亲来做

一个遗嘱，在遗嘱当中明确约定，房产或者说母

亲的遗产只能由房先生个人继承，与妻子无关。

如果是这样一番操作的话，在目前的法律规定当

中，钱女士没有办法来参与分割。这样我们有几

方面思考，一是在这个案例中，首先没有办法适

用关于违反法定义务的规定，像很多人都说没关

系，他放弃遗产，但是他如果违反了法定义务就

无效了，可是在我们大多数的案例当中不存在这

样的情况。刚才罗律师分享那个案件，他是说放

弃继承一方不支付抚养费，所以说法院可能有这

样的考虑，我们大多数的案件可能说夫妻双方本

身已存在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正常的分割，就

不会出现违反法定义务，导致一方而不能生活等

这样的情况，因此关于他对未继承的遗产的一个

放弃不适用关于放弃无效的相关规定。二是钱女

士对婆婆进行了长达 10年的无微不至照顾，钱女

士也不符合丧偶儿媳的条件，因为我们都知道按

照继承法的规定，丧偶儿媳和丧偶女婿如果对公

婆或者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在继承的时

候是可以作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来参与继承，

这样一条规定事实上也是属于对我们传统文化以

及孝老爱亲的品德的一个鼓励和支持，同时也体

现了权利义务的一个对等，也就是说从丧偶儿媳

和丧偶女婿的角度，如果他们尽了主要的赡养义

务，法律给了他一个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身份，

而且这个身份不与代位继承相冲突，在这种情况

之下，是对他付出的一个肯定。钱女士同样也对

婆婆进行了照顾，这种情况之下反而钱女士并不

符合丧偶儿媳的条件。三是在赡养母亲的过程当

中，成本怎么来进行一个计算。这 10年当中，如

果说婆婆是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老人，这个

老人的所有的供养是不是需要钱女士和房先生通

过共同财产来进行支出，这个支出它又无法通过

继承遗产来得以实现，得以回报。还有就是关于

家务劳动补偿，刚才荣律师也谈到了说能不能通

过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来进行救济，这个问题有待

探讨。因为确实首先有家务劳动这是肯定的，而

且我们一直也在探讨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包括前

段时间家事法苑的讲坛，也有几位专家老师谈到

了这个问题，家务劳动补偿到底补的是什么？我

们一直说补的是人力资本的损失，如果说钱女士

在照顾婆婆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生了人力资本的

损失，而又没有得到遗产的继承的话，家务劳动

补偿应该怎么补？它的金额应该如何计算，这都

是问题。四是在这样的一个案例中，它中间是否

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我们说钱女士在公公去世

之后对婆婆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任劳任怨，

虽然说有中华传统美德在里面，但也不可否认她

有对这套房产继承权的期待，或者说她从来不认

为这个房产会由于房先生的放弃，就导致她也对

房产完全没有任何可以主张权利的可能性。还有

是不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我们刚也提到了很多遍，

就像这种孝老爱亲的这种美德，在付出了之后没

有得到任何的回报，会不会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造成冲击？这个问题在刚才罗律师分享的时候也

聊到了，而且近几年来关于诚实信用、公序良俗

原则，也是我们很多家事案件当中在没有特别明

确的依据时，法官在适用的时候一个说兜底不太

合适，至少也是一个可以去寻求的制度依据。最

后想跟大家再聊一下，我们其实为什么会聊到这

个问题，就是因为放弃继承发生的纠纷在实践当

中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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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因素，首先第一个就是它起因几乎都是因为

婚姻破裂，如果说夫妻之间感情一直和睦的话，

基本上不会发生因为出现放弃继承而发生纠纷的

情况。我看我们检索到的案例大部分也都是在离

婚诉讼期间，或者是离婚之前做出这样放弃继承

的意思表示，从而导致继承的财产不能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第二个因素就是继承开

始和遗产分割之间的时间，刚才我假设的案例当

中继承开始的时间和遗产分割的时间周期非常长，

这也是我们实践当中很多让我们认为违背了公序

良俗原则，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一些案例它普

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长久的生活共同生活当

中，配偶另一方是付出了很多的义务，由于放弃

继承行为的发生导致它的权利受损。还有一种我

们在离婚诉讼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是继承开始和遗

产分割的时间比较近的，就是说在诉讼当中比如

说发生了继承，这个时候继承人能不能去放弃继

承，他会不会对另外一方的财产造成损失等等，

这个时间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因素。第三个就是放

弃继承的行为并不导致履行法律义务，我检索了

一下我们目前的案例，凡是得到了支持的，就是

说配偶一方主张放弃继承无效得到法院支持的，

一方面是导致无法履行义务，不能我们看到了几

个案例都是由于对方没有收入或者身体非常差等

法院认定说放弃继承的行为无效，你要用继承的

财产去履行相应的义务。还有一些是虽然对方主

张了放弃，但是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遗产的处理，

就用刚才罗律师的话说开始了遗产的处理，比如

进行了遗产管理人的推选，或者是进行了一些遗

产的登记，甚至有些已经开始着手，比如说像一

些拆迁款的领取、一些拆迁利益的合同的签订等

等。第四个就是配偶另一方权益不对等，刚才也

提到了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情况，被放弃掉权

利的配偶另一方，它在婚姻生活当中付出了一定

的义务，它对遗产的期待权利又落空了，所以说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纠纷。 

说了这么多，我也提出一个我的建议，其实也

是我对这个问题一直以来的一个思考，我觉得之

所以会发生这么多的纠纷，其实有一个核心点，

因为在众多纷杂的案件当中，如果纯粹的去说放

弃有效或者放弃无效，我认为都不是特别科学，

因为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复杂性，我觉得怎样能

寻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道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尤

其是我刚刚提到的很多不公平的案件都是发生在

继承开始和遗产分割中间周期比较长的一个情况

之下。为了有利于稳定继承法律关系和遗产分配

秩序，我觉得应该明确继承权放弃的期限和起算

点。因为我们法律上规定接受遗赠的法定期限是

60 天，但是关于这个放弃继承没有时间开始的约

定，它只是笼统的说，若期限拉的过长，那在此期

间我们的继承法律关系和遗产分配秩序一直是处

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我也去做了一些外国

法的研究，我们看到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这个

问题上的观点都是比较一致的，都有相应的关于

继承权放弃的期限的规定，只不过期限的周期长

短不同，德国明确规定放弃继承权的期限是 66个

星期，如果说是有特殊情况，比如说继承人在国

外或者是财产在境外等这样的情况，它可以最长

到 6 个月，瑞士规定的周期是 3 个月，日本也是

3个月，法国规定是 4个月，法国甚至还规定了说

如果在 4 个月之内发生了转继承的话，转继承人

的就是放弃继承的期限，它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

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可以告知后可以再延长两个

月等等。关于如果说能在将来未知的岁月里面，

我们国家有机会在立法层面有所推动的话，继承

权放弃的期限能够被明确，我们应该是定多长的

时间更合适，我看大家也是众说纷纭，有说应该

跟我们接受遗赠的时间相一致，也是 60天，也有

说我们可以采取大多数国家的做法，3个月或者 4

个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

要一定要做出这样一个明确的时间划分，放弃的

意思表示一旦做出放弃就成立，或者说放弃的意

思表示没有做出，超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可以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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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通过这样可以稳定继承法律关系，而且也

可以让在家庭生活当中付出了诸多义务的配偶另

一方的继承权不至于在日后婚姻感情破裂的状态

之下而导致落空。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来

维持一个公平的效果。还有关于起算点计算也是

有很多规定，一般认为是从继承开始之日去起算，

当然也有认为说还应该再增加一条，从继承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继承之日开始计算，我觉得这个

也是属于立法层面技术的问题，这个都是后续可

以去探讨和解决的。那首要的就是要通过这样的

一个期限来明确继承权放弃的时间点，超过了这

个时间点继承权就不可以放弃了，这样的话就可

以有效解决后续的一系列的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

之间的一些冲突。好，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心得，

我觉得在座的都是家事律师，应该也是有这样的

一个感悟。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家事纠纷的根源主

要在于秉持的理念“没有永远的感情，只有永远

的利益”。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做了这么多年

家事案件，在面对亲情和利益之间斗争时，我们

看到的确实是这样一个状况，我觉得作为律师也

好，作为立法者也好，作为政策制定的推动者也

好，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这种利益的纠纷去避免发

生。第二个感悟就是千万不要用金钱去考验人性，

在实践当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案例都会有这样情况

的发生，由于当事人的一些失误，或者是由于他

们对对方的一些确信，最后导致自己的利益遭受

了损失。第三个感悟就是家事案件只能一事一议，

每个案件它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们在讨论一个

问题时不能只看标题，也不能只看某一个案例，

我们要去细分案件当中的细节，就像我刚刚提到

的所查找的案例一样，有的案例为什么法院会支

持无效，有的案例法院会支持有效，其实案情当

中是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学习也好，研究也好，

或是去处理案件也要好，一定要把握这样一个原

则，对每一个案件都要一事一议，具体问题具体

去分析。好，我今天应该我的分享就到这，感谢大

家的聆听，把主持权交回给我们贝贝。 

陈贝贝律师：好的，感谢高律师，高律师给我

们用精彩的分享来诠释了您这些个人介绍背后所

代表的含金量。高律师曾经担任某省级妇联的权

益部的副部长，所以如果各位律师或者是各位听

众有关于妇女权益维护的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

我们的高律师，她会很热心为我们提供帮助，接

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与谈环节了。刚刚我们的评

论区也非常热闹，大家评价说荣律师的导读是很

有必要的，也有很认同罗律师的观点，更有人说

唐律师的实践案例分享得非常好，也有人来说高

蕾律师您的家务劳动补偿的观点非常好，更有很

多来给高律师点赞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

的与谈嘉宾来对我们刚刚 4 位嘉宾的一个分享进

行一个语谈。首先我们有请到的是泰和泰（天津）

律师事务所律师的王志锋律师，王律师是我们家

事法苑团队的老朋友了，大家可以在每一个家事

法苑实务交流群当中看到我们的管理员王志锋律

师，他也是我们家事法苑团队强大的智力后台，

如果大家有关于理论或是实务上的问题，可以在

我们群里艾特王志锋律师，他一定会给您一些思

路上的指导，欢迎王律师。 

 

王志锋律师：贝贝律师过奖，首先感谢贝贝

律师，感谢杨律师团队给了我参与学习的机会。

我突然发现我的压力好像很大，因为我与前面 4

位律师的观点好像都不太一样，我的想法可能属

于极少数。如果大家对我的想法想批判，或者说

想讨论，欢迎有机会交流。其实今天的主体我觉

得相对来说不如继承人放弃继承、债权人撤销权

那么热，讨论的争议会比现在要大，但是今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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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话题与放弃继承的效力有一定相通的地方，我

觉得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现在来看关于放弃继承融合放弃继承权，我

认为大家肯定能感受到你看文献或者看教材的时

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它区分特别不明显，比如说

你前面看到说继承权放弃权后一句话放弃继承，

它切换的让你觉得莫名其妙，它的意思究竟放弃

的是继承权还是继承，其实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讨

论一下。按照现在的继承法律理论，我看了一下

继承权的定义，大部分的教材关于继承权定义为

它是接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还有很少数的定

义，会发现它还多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认为是最

接近今天争议的本质。它怎么说的？接受被继承

人遗产的地位或者资格，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

先介绍一下通说，我们大陆的通说是二分法，就

是被继承人去世之前是期待权，去世之后是既得

权，但是放弃继承，到底大家都在疑问放弃继承

的是什么内容，或者放弃继承权的具体的什么东

西，当然肯定会你笼统一说不行了对吧？大家肯

定会细分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被继承人去世之前所谓的期待权，

大陆教材里边的讨论我看了比较少，有主观意义

上客观意义上的，但是本质都一样，都是之前是

期待权，之后是既得权权。关于期待权就是说其

实不知从现在，早到 30年代也可以能看到，如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李琛、罗顶、李怡、胡

长青这些名家，他们都讨论过这种问题，到后来

的王泽鉴，台湾的这些先生们，他们都有大致的

有观点，就是说继承期待权其实它不是个权利，

因为它比较薄弱，薄弱到什么程度，不应该以权

利来看待它。大陆学者也有持这样的观点，比如

说期待权来源于法国，来源于德国，然后石玉清

教授曾经有一篇文章叫期待权研究导论，里边提

到了这么一个问题，提到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

继承期待权在德国都得不到承认，德国唯一承认

期待权的是后位继承人的期待权。朱庆育老师也

提到过这个观点，卓新老师说期待权我认为是一

个误用，就是说你错误的使用了这个概念，它不

是一个期待权，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期望，

我希望得到遗产，它是一个期望的地位，它不是

一个权利。如果说认定它是一个权利，那就存在

一个问题，说权利要得到妨碍，或者要得到侵害

的话，必须要予以救济，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

利。若要想救济继承人的期待权，你推理的结果

是被继承人不能随意处分你的财产，要不然一旦

遗产没有留给继承人，继承人的期待权就受到侵

害了。在有好几个继承人的时候，被继承人也不

能留遗嘱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因为其他继承人的

期待权也落空了。所以这样讨论的极端就会成为

被继承人不能随意处置，不能在继承之前把财产

处理掉，结果遗嘱自由得到了限制，危及到了现

代继承制度的根基之一，显然这个结论比较荒谬，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

说大家在认为它不是一个期待权之后，就有一个

有意思的现象，20年前的泸州案件我们已经群里

翻来覆去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很多遍了，当时中院

的判决上表述为被继承人把财产赠与与他非法同

居的张学英，它实际上损害了蒋文芳依法享有的

合法的财产继承权，他们对这个概念用的就很匪

夷所思了，你就成了真正的限制被继承人的遗嘱

自由了。 

如果说 20 年前大家对继承理论还有争议的

话，但是发展到今天，我在群里看到了 3月 26号

深圳中院的一个判决，某位律师说这是泸州案的

翻版，确实是。我们一看中院判决里边也有这么

一句话，刘某某自书遗嘱把财产送给与他长期同

居的杨某，剥夺了他原配就是现在的合法配偶陈

某，对刘某某的合法财产继承权，我都百思不得

其解了，继承权理论发展现在居然还有法官持这

种观点，还有这种不理解，这种所谓期待权已经

不是一种权利，而仅仅是一种地位或者资格的这

种理论，居然这个所谓侵害合法继承期待权还出

现在判决书当中，我认为实实在在的不应该，应

当受到批评。根据法律规定，放弃继承应当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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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开始以后，遗产分割前作出，就是说你想在遗

产分割以前，被继承人去世之前，你就说我做出

放弃继承，目前来说，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

说，基本上都是没有效力的，没有意义的。那么放

弃继承显然不是放弃所谓的期待权了。那我们讨

论的是不是放弃的既得权，这个既得权又有争议，

争议在哪？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财产

权，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复合的权利，既有财产的

性质，也有身份的性质。我们知道现在大陆法系，

基本上采用的是当然继承主义，当然有它的优势，

至少能够避免刚才荣律师提到的权利真空，不会

因为一去世出现权利无主的状态，避免权利真空

但是它的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任何人不得

违背其意思而强制赋予财产利益，当然继承主义

的补充自然就要允许放弃，这个放弃它更重要的

是一个人格自由的表现。现在台湾法学界基本上

持有身份性质的观点，比如说研究民法的王泽鉴

老师，研究亲属这边的戴东雄、陈其严、李秀荣，

他们都支持这个观点，所以在台湾的法学界基本

没有什么在大陆的争议，认为是财产权，理由是

什么？刚才跟各位老师也提到了，说依据民法典

物权编 230 条，因为继承而取得物权的，从被继

承人去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还有一个是

民法典继承编第 1121条，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

开始，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观点了，被

继承人一去世，物权就转移了，它就是一个财产，

财产之后现在你放心了，你就有可能损害赔我的

利益，对吧？这是一个现在争议的点。这个问题

怎么看待？就是说我建议大家采用贺建老师提到

的逻辑上的一秒钟也叫法学上的一秒。我们来看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62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第 4 项

说是继承，也就是说继承所得在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们需要做一个分析，

配偶要想获得共同财产的权利，它肯定依托于继

承人继承所得，就是说对方必须表态说遗产我继

承了，我继承了之后，遗产首先他一接受继承，这

个遗产就变为他的个人财产，然后一秒钟以后适

用民法典第 1062条第 4项，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

产。也就是说如果被继承人去世之后，继承人表

态说我放弃继承了，那么放弃继承追溯到继承开

始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退出了继承关

系，他就已经不是继承人了，不是继承人当然也

不会参与遗产的分割，这个遗产不是继承人的财

产，继而也不可能变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在

继承人表态放弃继承的时候，配偶不可能行使权

利的，它是有先后的，用逻辑上的一秒能很好的

解释这个问题。刚才荣律师提到了一个观点，你

的一个观点我很赞同，我认为三分法能很好的解

释我们现在的一些疑问，三分法是台湾的陈其岩

教授把它发扬光大进行详细论述了，其实这个三

分法最开始谁提出来的？日本的中川善之助教授，

他提出来三分法，其中就包括形成权的期待权，

为什么他提出来三分法？为什么我给大家也介绍

三分法？因为三分法有一个非常便利的非常明显

的点，就是说期待权和既得权之间有一个形成权，

形成权是干什么用的？只为继承人表态所用，就

这一个作用。就等着你表态的时间可长可短，台

湾规定了 3 个月，原来是 2 个月，后来修法了改

成 3 个月了。刚才高蕾老师也提到了德国是 6 个

星期，就是说你要放弃继承了，你必须在这个时

间之内进行表态，咱们很遗憾，没有这个规定。刚

在有人说有微量，我看了说是应该在继承开始以

后是遗产分割以前，但是我要说的是期限，并非

此期限非彼期限，它俩是完全不一样，咱们规定

的期限不稳定到什么程度？我前不久接了一个案

子，老爷子 88年去世，现在才有人出来说我要放

弃继承。34年了，多不稳定的长到这个程度，对

吧？然后而且这种表态一般都什么时候表态。离

婚了，对方说我要分你的继承所得，这边马上出

来表态说我要放弃继承，所以说，我认为期限没

有规定是立法的一个重大的漏洞。 

还有，我要批判法条，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司法解释第 81条，我看刚才也有老师提到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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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思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

人依法可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

分割，起诉离婚的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

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

行起诉，我认为司法解释错误在哪儿？它不当的

限缩了配偶的权利。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实际

分割是什么意思？其实它的关键点，并不在于分

割与否，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继承人表态接受了

继承，在这种情况下，配偶就可以分割，但是它为

什么规定了一个实际分割，它是以实际分割来倒

推接受继承，你想想你都分割了，你肯定首先接

受继承了，对吧？你接受继承了你才开始分割，

你要不接受继承你就退出去了，所以说这个法条

是错误的，他把实际分割作为了配偶权利的一个

判断点。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种情况是这样。第

一，我们在实践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说一

个老爷子去世了，有几个子女有老太太，这老太

太受其中一个子女的蛊惑也好，干什么也好，俩

人签了一个合同，名为买卖实为赠与，就把这房

产过户了，然后其余的继承人不干了，说我向法

院起诉说老爷子一去世没有留遗嘱，这个房产就

成为我们的共同共有了，现在一部分继承人进行

了处分，另外一个人又非善意，第三人，因为他是

继承人之一，他肯定不是善意交易第三人，所以

我们认为处分行为无效，应该恢复到共同共有的

状态，在此情况下法院处理结果有两种，这两种

情况都遇到过。一种是法院根本不释明，不是恢

复到共同共有状态，法院说了你们继承的时候再

分割一下。还有一种法官释明说，我们认为其中

老太太把他那份份额处置是有效的，我希望你们

进行份额分割，这个份额分割就出现了 81条说分

割之后另一方另行起诉。但是我说的是刚才这个

状态没有分割，恢复成共同共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配偶起诉分割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因为它

已经向法院表明说我是共同共有人之一了，你要

成为共有人之一意味着什么？因为你肯定接受继

承了，也就是说分割肯定代表着他接受了继承，

但是反过来不行，他接受了继承，定位并不一定

进行了分割。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就是非常明显

的例子，就是说他接受了继承但是他并没有分割，

但是他仍然是共同共有人之一，他享有的是物权，

而不是一个虚无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

已经变为了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根据民法典

第 140条，行为人可以明示或承诺作出意思表示，

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根据

民法典第 1124条，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也

就是说继承人他到去世他也没有表示，这就是一

个沉默，沉默是意思表示，表明他已经接受了继

承。依据民法典第 1121条，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

开始，然后民法典第 230 条，继承取得物权的自

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然后适用逻辑上的民法典

第 1062条第 4项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争议。所

以这个条款最大的问题是把三种情况中两种情况

给舍弃了，只留了一种情况，这个法条是一个绝

对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了在最高人民法院解读

转继承的时候出现了重大错误，比如说理解与适

用第 318 页和 366 页，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它解释转继承是一个权利，而不是一个物权错误，

根据这个逻辑下来之后肯定是物权，所以说这个

是有问题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放弃无效的问题，

其实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因为 321 这一页对它进

行了一个界定，就是说不包括合同义务，也不包

括仲裁义务，只是法定义务，夫妻间的抚养义务

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义务。所以说我觉得按照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认为远不如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话题以及债权人撤销的话题更精彩，其实我本

来想好好的说说争议问题，我再说两句话，我就

截止了。那个问题在哪？我非常好奇，就是说债

权人起诉继承人要求撤销放弃继承的行为，我很

好奇在哪，因为我们知道撤销权不能是全部撤销，

只能进仅就债权的数额进行撤销。从法律上来说，

你是这个部分撤销，我都放弃继承了，你说这一

部分无效，那成了一个部分放弃继承，根据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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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我要放弃继承部分，放弃继承是无效的。还

有一种你要说认为无效，那意味着你不让我放弃

继承了，好我拿你这个判决，我可不可以作为反

悔的证据说你看我放弃继承了，现在法院在债权

人起诉我撤销权过程当中，他给我判我输了，那

就因为他给我撤了，他不撤了之后的判定问题，

对我们拿着这个判决来，我向继承案当中我拿出

来作为证据使用，说完一看还给我撤了，我这反

悔了没问题，还有一个我撤销，我要如果拿出很

多的证据来证实我这个放弃，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债务大于了财产，你不让我放弃吗？对吧？还

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是你在撤销起诉的时候，可能

会出现你必须审理继承案子。因为继承案当中才

会涉及到把所有债权债务的被继承人的拿出来进

行分析，在类似债权撤销诉讼中去审计继承案子

是否合适，当然我认为都需要讨论，这里面探讨

的问题太多了，既然我时间到了，那就到此停下，

有需要讨论的咱们随时讨论，谢谢。 

陈贝贝律师：好的，感谢王律师，大家可以发

现王律师就是一个行走的文献综述，王律师作为

我们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的智囊，也是当之无愧

的。当然了王律师是很难约的，我也是三顾茅庐

才把我们的王律师约到了。大家如果要是对王律

师的观点有任何不同意见，都可以在我们的任何

一个家事法苑实务交流群里面艾特他，和他交流，

他的观点通常是少数人的观点。好，我们接下来

就有请我们本场的最后一位与谈嘉宾，也是我们

家事法苑团队合伙人邓雯芬律师来给我们进行分

享。 

邓雯芬律师：大家好，今天晚上我听了各位

嘉宾的分享非常好，从目前法律规定的梳理到实

践当中案例，包括对于相关实践观点的一个分析

跟比对，包括王志峰律师从理论与实务角度进行

了一个详细的分享。就今天晚上的主题，我主要

是针对放弃继承与继承人配偶之间夫妻共同财产

权的一个冲突跟协调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主要

是围绕着三个点，刚前面几位嘉宾也分别做了一

些分享，第一个问题是继承人一方如果在选择是

否放弃继承时，是否需要经过配偶的同意？第二

个问题是如果继承人单方放弃了继承，它有没有

实际侵犯到配偶的财产权益？第三个问题是我们

如何去界定遗产的处理？关于遗产的处理，刚才

王志锋律师也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分享，包括结合

实操遗产的处理怎么去理解的问题，我今天就简

单说几点。实践当中，包括根据现在的民法典继

承编相关的规定，继承人的配偶能获得继承财产

权益的一般条件，是这三个要件。第一是继承发

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第二是作为继承人的主

体接受了继承。第三是遗产实际分割处理要件我

们不多说，但是它的冲突的表现是在于继承人行

使接受与放弃继承权利与夫妻共同财产权之间的

一个冲突的问题。 

刚才几位嘉宾也说到了，放弃继承的期限，咱

们国家的规定是不确定的，对于它没有明确期限

的限制，而且传统的继承习惯，包括我们在实操

当中处理的大量的继承案件，基本上都是要等到

父母双亲去世以后，家庭内部所有继承人才一起

就遗产继承事宜去办理相关的继承手续。从第一

位继承人，比如说父亲和母亲去世之时，到实际

上第二位父亲或母亲去世的时候，中间的时间可

能会非常长，包括王志锋律师刚才说有可能就是

37 年之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现在婚姻

关系不稳定的状态，一方配偶对于自己的妻子或

者是丈夫作为继承人所获得继承财产权利的一种

期待权到底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还是说在即将实

现的时候，如果婚姻面临危机，这种期待权往往

是落空的一个结果。 

在遗产的实际分割层面，现行的法律规定其

实是缺乏明确界定的，遗产的分割到底是实际取

得了物权，从共有状态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产，

已经登记在名下或者已经交付，实际分到了名下，

还是说共同签署了继承相关的协议，明确在此过

程当中享有多少份额，遗产的实际分割怎么去理

解的问题。另外继承人如果选择放弃继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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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往往在实践当中不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

去主张继承人放弃继承的财产权益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权益，首先从程序上缺失一定的司法救济路

径。从立法宗旨的差异上来讲，主要是继承编的

相关规定，还有是婚姻家庭编的规定，以及关于

物权归属和取得的相关规定，立法宗旨相互间方

向性的差异，导致了配偶放弃继承与夫妻另一方

的共同财产权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或者是

说立法宗旨或者是利益保护的一个冲突协调的问

题。具体的方面我就不再讲了，相关的法规我们

今晚的沙龙在开篇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个梳理。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立法侧重点的一个差异，婚姻

家庭编实际上是侧重于保护婚姻家庭当中配偶对

于继承人一方通过继承或者是受赠财产的一个共

有权，侧重于维护家庭。继承人基于身份关系对

于他的父母即被继承人是有法定的赡养义务。继

承人的配偶对于这种赡养义务的履行是一种协助

义务，他没有法定的义务，但是家庭财产的继承

或者是说传承，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来讲侧重于保

护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与有序，还有可持续保护

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的宗旨的选择。如果从继承编

的角度来讲，它更侧重的是优先去维护个体的意

思自治，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包括继承

人和被继承人。从物权编的角度来说，它侧重的

是民事主体的财产权益保护以及市场交易的角度

下财产的安全流转，避免物权的主体出现空缺，

调整的是从被继承人到继承人之间的一个物权变

动，一个是个体权利的保护，另外一个是对外市

场交易安全的一个保护，所以在宗旨上侧重点是

有所不同的。刚才王律师特别分享的是放弃继承

的内容，我们放弃继承讲的是什么？继承放弃的

是继承权，还是说是物权遗产的所有权，那么根

据目前的规定民法典第 1124以及 230条对于表述

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实际上放弃继承所

针对的对象其实是不同的。刚才王律师也提到了

期待权和既得权的问题，对于期待权实际上放弃

的是一种继承的选择权，对于既得权的话相当于

实际上取得了继承的财产性权益，放弃的更倾向

于是一种所有权，所以针对放弃的内容不同，那

么才能决定配偶有没有权利来去认为对于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有没有权利去干预。因为遗

产的物权变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说在被

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就一次性完成的，它首先是通

过继承人而依法先行取得以后进行过渡。然后根

据法律规定，通过意思表示的行使对遗产进行具

体分配，来完成了物权变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被继承人的财产权到最终实现转变为继承人的

财产权，是经历了一个过渡的过程，那么在具体

的不同的时间节点所能够行使的放弃的权益，或

者是说放弃权益行使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不同的。 

放弃继承行为的性质是什么？学界对此有不

同的观点，是一种身份行为，还是一种财产行为，

还是说是一种负身份性的财产行为。这个问题与

继承制度的发展是有关系的，继承制度的最早是

身份性居多，比如说在古代的一些身份世袭制度、

承袭爵位等，这是一种身份权益的继承。第二是

家庭财产的继承，这个制度发展到今天，基本上

侧重于财产权利的继承，纯身份权益的继承基本

上很少，在内地基本上是不存在，主要是财产为

主，但是权益的取得是基于特定的身份权益，比

如说直系血亲、血亲、姻亲等等，基于特殊的身份

性权益，或者是说形成了拟制血亲的关系，才能

享有对应的财产性权益。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它

是一种负身份性的财产行为，以身份性为前提。

放弃继承行为的性质就取决于继承权是一种资格

说还是一种财产权益。王律师就相关的文章观点、

以及文献资料也进行了一个分享，我就不多说。

关于配偶一方通说的观点，目前大部分主流的观

点是认为它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才能享有的继

承财产的权利。作为配偶一方，它能共有的是财

产性权益，按照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共有的是

财产，而并不是身份。所以它只是一种身份性权

益或者只是一种资格的时候，配偶是没有权利去

干预的。另外如果它形成了共有财产的状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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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夫妻婚后所的共同制财产共有理论配偶才有权

利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实际取得了财产实际继承

后才能划归为共有的关系，继而基于共有关系再

去调整。如果这个时候配偶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单方的去放弃，那么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实践当

中也会看到一些案例，大部分的案件目前主流观

点会认为，如果在遗产实际分割之前，继承人选

择放弃，不论是基于离婚避免财产损失的角度考

虑，还是说不考虑离婚与否，从我本人的真实意

愿来讲，这个财产我认为应该给其他的继承人我

独立选择放弃了，我不跟我的配偶商量。那么这

种情况下的话，放弃继承权自由对于他的意思自

治的一个保护与合理限制的一个必要性的问题。

根据现行的规定，对于放弃继承在某些条件下要

有限制性的规定，比如说致使其法定义务没有办

法实现。在实践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是第一个是在

放弃继承行为无效当中是比较少数的。第二，我

们今晚的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就相关的实务案例

哪些情形有可能是划归这一类，能被判定的情形

也进行了一个列举。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在

对自由的保护包括特定情况下予以限制，它是有

一个平衡的节点。在遗产实际分割之前，基本上

更倾向于它是一种资格，或者是说一种身份性权

益，还没有实际取得财产，那么基本上不套用夫

妻财产共有理论，作为继承人的配偶是无权去干

涉放弃继承的行为，以上是一般情况下的一个考

虑。如果继承法律事实已经发生，从继承开始取

得了实际取得了物权，那么就应当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我的观点跟王志锋律师的观点是一样的，

一旦取得了物权则已经形成了共有，虽然没有实

际分割到手，但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财产性权益，

此时应该适用婚姻家庭编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共同

理论来去调整相应的关系，包括予以保护，那么

至于是不是具备实际的分割条件，那是具体的诉

讼程序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检索相关的判例中，包括实践当中我看到

过的一些案件，如果是因为婚姻关系发生恶化，

在婚内单独选择放弃继承，在离婚以后又通过恶

意串通，跟其他的继承人串通，以通过赠与或虚

假买卖的方式重新获得遗产。实践当中是认为滥

用了继承选择的权利去侵害配偶的共有财产权，

一般适用的是民法典总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去判

定他的行为无效。实践当中我们也有看到配偶通

过诉讼的方式来去追求相应的权利，因为配偶在

家庭当中对被继承人是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但

是实际上基于财产共有的理论，它与继承人的夫

妻共同财产有一部分用于履行了对男方或者是女

方父母的赡养，我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案例，如

果有重疾的情况下，可能会为对方的父母支付大

量的医疗费用，此时配偶一方是没有法定义务的，

但是咱们国家鼓励要尊老爱老敬老，包括履行赡

养义务。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作为继承人的一

方，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自己放弃继承

的一个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为家庭赡养老

人付出较多配偶的一方，它的权益并不是等价的，

或者是说并没有去获得相应的补偿，因为在离婚

的时候这些财产已经被消耗掉了。对于用于家庭

的各项支出，在我也处理过几个类似的案例中基

本上法院不会考虑把这一块再作为财产补给非继

承人的配偶一方，因为这属于正常的履行法定义

务的范围之内，实际当中最后因为它也不是丧偶

的儿媳或者是女婿，不能作为独立的继承遗产人

的身份去起诉，因为对于配偶的父母尽到了赡养

义务，而独立的要求继承遗产，它不具这样的诉

讼主体资格，我们之前也尝试过这种诉讼路径，

但是法官劝我们撤诉，因为法院最终会认为你不

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法定的纠纷遗产人，这种情

况下大多数家庭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当它的配偶

恶意去放弃他的财产权益时要怎么去保障，这的

确是我们实践当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高蕾律师提到了家务劳动补偿，在我们上一

期的家事法讲坛当中几位专家提出了一个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它本身也是尽家庭义务的

一种，而且本身人家是基于协助义务，但是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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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遗产你可以放弃，我没有办法去获得等价的一

个补偿，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实际权利上是有所

亏空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目前的实践当中，如果

是恶意串通侵害配偶的财产共有权，则有可能基

于诚实信用来判定这种放弃继承行为属于无效，

所以结论是一般情况下不受配偶意愿的影响。关

于对继承人配偶的利益协调保护的思考，我觉得

高蕾律师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不论是对于放弃

继承的期限，还是说对现行的民法典 1062条的内

容来进行修正，包括结合现在的继承实践去考虑

是否在特殊情况下赋予继承人的配偶作为特殊情

况下的诉讼主体地位。因为我们能看到的相关的

案由，比如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或者是基于无

权处分的法律关系去诉讼去维权。作为配偶，相

关的权利是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

物权编的相关规定，散见于不同的篇章当中的，

那么它的诉讼主体地位有时候会比较尴尬，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在思考是否明确在特

定的情况下，允许配偶有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来

去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陈贝贝律师：好的，感谢邓雯芬律师给我们

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的沙龙到此也要跟大家告

一段落了，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嘉宾的观点或者

是有其他需要讨论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家事

法苑实务交流群当中展开。刚刚也有看到我们的

直播间进行了抽奖，大家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张博

轩实习律师，联系奖品的邮寄事宜，我一会儿也

会在直播间当中把张博轩律师的实习律师的微信

号来告诉大家。同时我们家事法苑团队接下来还

有两期活动进行直播，第一个是 7月 27日进行的

家事法讲坛第十九期，主题为民法典继承编司法

解释理解与适用当中的若干问题，主讲是肖峰老

师，与谈是王歌雅老师和马新彦老师。另外一期

是 7 月 29 日进行的家事法实务沙龙第七十一期，

主题为境外上市员工激励信托实务，主讲为叶莹

老师，与谈为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的刘芳、

饶国栋和公维亮律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家事法

苑的视频号，期待我们更多的活动。感谢今天各

位嘉宾，现在时间已经是 20:44，与大家播报一下

线上直播数据，目前为止一共有 1236人看过了我

们的直播间，全程最高同时在线人数为 230 人，

直播全程间共同关注的人数也从来都没有下过

150人，感谢目前还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陪伴

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感谢大

家，我们的直播就正式结束了。 

参考法条 

《民法典》 

 第230条 因继承取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 1062 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

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 1088 条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

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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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21 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相互有继承关系

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

有其他继承人的 人先死亡。都有其他继承人，辈份不同

的，推定长辈先死亡；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相互

不发生继承。 

第 1124 条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

处理前，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

视为接受继承。 

第 1152 条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

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

但是遗嘱另有安排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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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 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

以继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诉离婚时

另一方请求分割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

间实际分割遗产后另行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

的解释（一） 

第32条 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

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 

第35条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

遗产分割前作出。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

而是所有权。 

第 37 条 放弃继承的效力，追溯到继承开始的时间。 

家事法讲坛综述 | 赵廉慧 | 家族信托与民法典 

原创：2022-07-19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Mx7DvPzcp34_CFYsskXNLw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其中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所涉及

的家事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热点。2016 年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分法院开展家事审判方式

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2018年 7月，最高人

民法院在试点工作结束后又发文进一步深化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为进一步加强婚姻家事法领域理论界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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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讲坛”系列活动，邀请法律职业共同

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为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继承编的正确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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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讲坛（网络）第十八期于 2022年 6月

30 日晚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的主题是“家族信托

实务与民法典”。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邓雯

芬律师主持，龙翼飞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由赵

廉慧教授主讲，姜雪莲教授、吴至诚教授、李辰阳

公证员、周萱经理、李魏律师五位嘉宾进行与谈。

孙若军教授进行总点评。 

 

内容实录 

开场致辞 

 

龙翼飞教授致辞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各位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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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

主办，由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承办。讲坛邀

请法律职业共同体各界嘉宾从多学科、多视角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的正确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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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D:/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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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托制度项下的家族信托在国外发展得

较早，因此，国外或大中华地区的其他法域已具

备相对成熟的家族信托法律理论和制度规范。

1995年，我在香港做访问学者时，注意到香港地

区秉持着英国的法律传统，对于家族信托的理论

研究和制度建设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香港

家事法》这本书里也介绍了一些关于香港的家族

信托制度的初步框架。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信托法》正式颁布了，其中仅有一个条文规定

了遗嘱信托，而这个条文本身内容过于简略。在

我和孙若军教授应中英文化委员会要求赴英国做

学术访问之时，我们也关注到了英国在这个领域

中的法律实践。 

在今年的 1 月 12 日家事法讲坛第十六期中，

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高凌云教授为我们分享了《在

家族信托热中清醒》的主题演讲，得到了听众们

的热烈反响，学界、实务界都在积极的探讨家族

信托会为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家庭财产传

承，以及为当事人带来什么样的财产利益。 

今天，家事法讲坛将继续讨论这样一个有热

度并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主题是《家族信托的

实务与民法典》。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赵

廉慧教授为我们分享他在家族信托实务方面的最

新研究成果。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 5位与谈嘉宾，

他们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姜雪莲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的吴至诚博士、上海普陀公证处的李辰阳

公证员、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财富管理事业部

的执行总经理周萱以及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

事务所的李魏律师。下面我们首先有请赵廉慧教

授分享他的研究成果。我们预祝本次讲坛取得圆

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主讲环节 

 

赵廉慧教授主讲 

赵廉慧教授发言内容 

家庭成员和家族信托的受益人 

1.1 受益人的规定 

信托法规定，凡是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的

“人”，都可以成为受益人。 

而银保监“37 号文”对受益人的规定是：

“受益人应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庭成员”，按文

义解释这一条的含义非常明确，并非要求所有受

益人都是家庭成员，只要包含家庭成员即可。 

1.2《民法典》关于家庭成员的规定 

根据民法典，“家庭成员”是一个比近亲属

还狭窄的规定，只包括“近亲属”中和委托人共

同居住的人。这不利于家族信托功能的发挥，也

不符合情理。 

而且，民法典中“家庭成员”的概念，主要承

担的是人身权保护方面的功能，在财产继承方面

功能有限。 

小结： 

（1）37号文得不出“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必须

是家庭成员”的结论； 

（2）家庭成员的概念本身过于狭窄，不适合

定义家族信托受益人。可以用亲属或者近亲属替

代。 

2.死因行为和遗嘱替代信托 

2.1 遗嘱信托的特点 

遗嘱信托是以遗嘱方式设立的信托，要遵循

民法典继承编关于遗嘱的规定。 

从法律性质上看，遗嘱信托是单方法律行为，

不需要受托人的承诺；遗嘱信托是死因行为：随



588 

家事法苑 TM 团队奉献 

资讯简报 

2022 年第 07 期综合版 

时可以撤回；因此，在委托人死亡之前，遗嘱信托

不具有破产隔离功能。 

2.2 遗嘱信托存在的问题 

除了遗嘱信托对委托人不具有破产隔离功能

之外，遗嘱信托在委托人死后生效，委托人无法

履行转移信托财产的义务。这些都需要遗嘱执行

人和遗产管理人来替代。而且，遗嘱信托在意思

表示解释方面存在很多困难，从形式到内容都容

易被（特别是法定继承人）挑战。“遗嘱家族信托

第一案”即是如此。 

2.3 遗嘱和遗嘱信托的替代 

在我国，委托人可以保留很多权利，其中应当

包括撤回信托的权利，所以，在我国设立可撤回

信托是可以的。当然，委托人也可以把这个权限

保留给别人：如保护人等。 

在比较法上，可撤回信托的财产在税收上和

对第三人关系上仍然被认定为委托人的责任财产，

只是其破产隔离功能容易受到挑战，并非无效。 

小结： 

遗嘱信托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并非家族信

托的首选。对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家族信托而

言，无法形成一种积极的商业模式。 

3. 家族信托受益人的继承人问题等 

3.1 信托终止后信托财产的归属 

信托终止，信托财产按照第 54条确定归属之

时，若受益人死亡且无继承人，信托财产是否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归公呢？因我国民法并不像有

些法域那样规定国家或者国库可以是自然人的继

承人，再加上未分配的剩余信托财产仍然是一个

拟制信托的信托财产而归属于受托人，所以，剩

余信托财产此时不会“归公”。 

3.2 受益人死亡和受益权的归属 

信托受益权是受益人的财产，受益人死亡无

继承人且无遗嘱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似乎应当

归公。 

但是，从合理性的角度看，家族信托是一种结

构化的赠与（structured gift），委托人设立信

托的整体目的是使其家族受益，即使信托文件没

有明文规定，此时按民法规定将受益权归公，可

能会违反可推知的委托人意愿和信托目的，所以

参照信托法第 46条法理处理可能是更合理的。 

3.3 家族信托受益权是否是夫妻共有财产？ 

家族信托受益权可以被认为受信托目的限制

的权利，即使信托文件没有明确约定，也可以认

为某一受益权是专属于配偶一方的财产，而非夫

妻共有财产。 

4. 权利让与禁止条款和反挥霍信托 

我国涉及受益人保护条款的两个路径： 

4.1路径一（第 9条和第 51 条），即在信托

文件中明确约定受益权的取得方式、取得条件和

剥夺条件，或者受益人的变更条件和期限等方式，

以保护信托财产并保护受益人。 

4.2 路径二（第 47、48条），即在信托文件

中限制受益人转让受益权或者以受益权偿债。 

根据民法典关于债权转让约定限制的规范，

第二个路径存在法理争议，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 

5.遗产管理人等和家族信托受托人的义务 

家族信托的设立和执行都依赖于遗嘱执行人

和遗产管理人。民法典完善了遗产管理人的担当，

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这都是巨大的立法进

步。但是，这些规则如何在现实中落实，仍然有待

观察（案例分析）。 

民法典也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责任。但这一

规定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注意义务以重过失作为要件是否合适； 

其二，没有区分谨慎义务和忠实义务，没有关

于违反忠实义务的规范。遗产管理人属于一种受

信人（fiduciary），忠实义务是其核心义务。 

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不同： 

（1）不以过错为条件； 

（2）不以给信托财产带来损害为条件； 

（3）重点关注利益冲突。 

与谈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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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雪莲教授与谈 

姜雪莲教授与谈内容： 

一、家族信托受益人的范围与受益人的认定 

家族信托的受益人应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庭

成员。受益人的范围不应限缩为家庭成员。另外

一个要件是家族信托委托人不得为唯一受益人。

如何认定受益人，比如连续信托中的后续顺位的

受益人应认为满足受益人不唯一的要件；未出生

的胎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 16条的规定，视为具有民法权利

能力，可取得受益权，其权利亦可由其法定代理

人行使；将来受益人（未现存），因继承要求被继

承开始时存在继承人，根据信托结构信托财产的

名义归属于受托人，可排除适用同时存在原则，

应认定将来受益人也是受益人。将来受益人因尚

未获得民法权利能力，其权利无法由法定代理人

行使，因此，应在信托文件中约定将来受益人的

权利行使规则。没有监督权限，只享有信托利益

之人不能认定为受益人。具体哪些监督权限不能

排除，应作具体探讨。 

二、遗嘱信托 

遗嘱信托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因我国设立信

托不以转移财产为成立要件，遗嘱生效时信托成

立。信托转移财产给受托人是履行信托的行为。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

法》）第 10条规定的应登记的财产未作信托登记

的，遗嘱信托不产生效力。 

遗嘱信托于被继承人死亡时成立生效，但遗

嘱信托有效成立并不当然对受托人产生效力。只

有受托人承诺受托信托时，才对受托人产生效力、

承担义务。受托人受托信托的承诺，是意思表示，

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向遗产管

理人作出。 

三、信托财产与受益权的归属 

信托终止后，尚有剩余信托财产的，根据信托

法第 54条的规定，剩余信托财产不存在权利归属

人的，不应适用《民法典》第 1160条的规定。因

《民法典》第 1160 条是对无主财产归属的规定，

而在信托结构中，信托财产名义在受托人处，不

能认定为无主财产。 

受益人死亡的，受益权的归属问题。在连续受

益人信托中，前顺位的受益人死亡，其受益权不

被继承，而是由指定的后顺位的受益人获得信托

利益。连续受益人信托中，前顺位和后顺位的受

益权之间不是继承取得，而是分别从委托人处取

得受益权。后续的受益人先于前顺位的受益人死

亡的，后顺位的受益人丧失取得受益权的资格，

该受益权不会被其继承人继承。 

如果根据信托文件没有约定或根据当事人的

意思不能确定受益人死亡受益权由其他受益人享

有，且受益权不具有人身属性的，可以被继承。此

时，如果受益人没有继承人，则适用《民法典》第

1160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获得的受益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一方取得的受益权可作与赠与相同的处理，

根据《民法典》第 1062条的规定，属于夫妻的共

同财产；如果欲作为受益人的个人财产，可在信

托文件中约定归受益人一方所有，此时，适用《民

法典》第 1063条的规定。 

四、受益权的转让与继承 

根据信托目的，有些受益权具有人身专属性

质。比如，抚养、赡养的受益权，在行使上与归属

上具有一身专属性，受益权的转让无效，排除强

制执行，不能被继承。 

信托文件约定，受益权不得转让的,转让受益

权的效力。受益权的性质如是债权，转让可类推

适用《民法典》第 454 条 2 款规定：如是非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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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性质的受益权，受让人是善意的，则转让有

效；如是金钱债权性质的受益权，该转让有效。如

是物权，须探讨法律行为限制转让以及转让的效

力，我国没有明文规定。德国《民法典》第 137条

规定：“处分可让与权利之权限，不得以法律行为

排除或限制”。 

信托文件限制“受益权用于清偿债务”的理

解。其一，受益人使用由受益权取得的利益，清偿

到期债务的，该清偿不应受限，受益人即便没有

依据信托目的使用，也构成有效清偿。可在信托

文件中约定未按照约定目的使用的，消灭其受益

权，可解释为附解除条件的受益权。其二，以物抵

债方式，将受益权用于清偿到期债务的，涉及禁

止受益权转让的问题，可参照禁止转让受益权的

规则处理。 

五、遗嘱信托与遗产管理人 

遗嘱生效信托成立、生效，信托财产并非当然

转移给受托人，在财产转移给受托人之前，信托

财产应归属于继承人，存在多个继承人的，由继

承人共有，由遗产管理人管理。根据《民法典》第

1147遗产管理人的职权，不能解释遗产管理可请

求将信托财产名义登记在自己名下。如果不存在

继承人，信托财产会处于无归属主体的状态（此

问题并未遗嘱信托特有的问题，没有继承人但存

在遗赠的情形亦同，应设立遗产法人）。受托人确

定后，受托人有权请求遗产管理人向自己转移信

托财产。因信托财产归属于继承人，继承人有协

助转移信托财产的义务（如登记等）。 

 

吴至诚教授与谈 

吴至诚教授与谈内容： 

1.关于遗嘱信托，我想到了赵老师今天微信

公众号讨论了十五岁少年设立慈善信托的事情，

我赞同赵老师关于委托人主体资格问题的分析，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

所以他原则上不能成为意定信托的委托人。但因

为民法典规定了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就能把效

力待定变成有效，这种情况就成了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成为意定信托委托人的例外情形。 

考虑到家族信托可能与遗嘱信托交叉，而且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必是未成年人，还可能是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老年人，所以我想基于

赵老师的分析做个延伸。试想，如果一个意定信

托不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的生者信托，而

是限制民事行为人设立的遗嘱信托，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能不能成为意定信托的适格委托人这一

问题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是因为，《民法典》

第 1143条第 1款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

嘱无效，而不是效力待定。这就意味着《民法典》

第 145 条规定的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行为无

法改变限制行为人所立的遗嘱的效力，因为同意

和追认只能激活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没法激活

无效的法律行为，除非我们认为遗嘱信托可以立

足于一个无效的遗嘱之上。 

2.关于反挥霍条款，《信托法》第 48条允许

信托文件设置禁止转让特约，但这个特约的外部

效力如何，信托法没讲。我赞同赵老师的观点，在

物债二分的模式下，信托受益权更应被理解为是

一种债权而非物权。那作为信托法的一般法，《民

法典》第 545 条第 2 款就可以适用了。这款适用

于信托场景的效果就是：如果信托文件禁止转让

的受益权是收益受益权，比如受益人可以从受托

人处定期领取的投资收益，那么这种受益权的禁

止转让特约就没有对外效力，作为债务人的受托

人不能拒绝从受益人处受让受益权的第三方受让

人的给付请求；反之，如果信托文件禁止转让的

受益权是信托财产本体的受益权，且这个信托不

是资金信托的话（比如是不动产信托或者股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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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那么这种受益权的禁止转让特约就有对外

效力，作为债务人的受托人原则上就可以拒绝从

受益人处受让受益权的第三方受让人的给付请求，

受托人只是不能对抗那些从受益人处受让信托受

益权时，不知道禁止转让特约存在的第三方受让

人。 

 

李辰阳公证员与谈 

李辰阳公证员与谈内容： 

以遗嘱设立信托对于信托机构开展的家族信

托并非首选，原因在于首先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

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处于被动状态，信托设立稳

定性差；其次漫长而不确定的死亡事件发生对于

信托机构的成本是个考验；第三，根据 37 号文，

似乎将家族信托的设定标准和营业信托、慈善信

托一样纳入国家专属监管体系，而遗嘱信托偏重

的民事信托属性与此格格不入，相比家族信托，

在日常公证活动中遗嘱又是大量被老百姓偏爱的。 

遗嘱信托存在的种种问题，核心在于其设立

和生效后的安全性如何保证。遗嘱是高度要式行

为，遗嘱生效时，遗嘱人已不在人世，要确认其真

实性实属难题，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赋予

公证遗嘱的公文书属性，由公证人代表国家干预

和协助私人意愿实现的手段，来达到遗嘱形式心

理慰藉功能的目的。 

信托登记是为了公示，以解决第三方识别和

受托人财产混同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公示制

度包括交付、占有、公证、登记四种形式。遗嘱信

托生效后，遗产中的字画、收藏品等动产作为信

托财产，由受托人管理保管遗产，公证机构结合

遗产管理人制度，通过遗产清单公证备案达到公

示目的，不动产、股权等记名财产则通过取得遗

产公证文书的确认、公证文书文件备案登记以达

到登记效果。 

在中国，仅通过遗嘱设立信托并不能满足设

立人的所有需要，特别是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

信托往往不是替代其他制度，而是支援，公证实

践中往往将信托结合意定监护、居住权、遗产管

理、持续代理、死后生效委托等制度来满足遗嘱

信托设立人对于自己和家人的保护需求，信托受

托人往往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监

护人，同时为防范自然人的健康风险又会指定替

补受托人。   

对于中国信托遗嘱第一案宣判后仍然持续出

现纠纷的现象，原因在于信托的管理是个长期持

续的过程，信托受托人与受益人的冲突需要宣判

法院（官）持续进行职权干预，而在中国目前理想

状态是借助于公证司法辅助减轻法院负担和职能

上的人员不足。公证机构在实践中通过定期查验

受托人事务报告、辅助受托人管理财产承担了公

共司法监督的职能，弥补了中国民事信托缺少类

似衡平法院干预的问题。 

 

周萱老师与谈 

周萱老师与谈内容： 

信托是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制度，民法典与

信托法可以看做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信托行

业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信托根本大法《信托法》的

发展，很多落地和实操也需要作为一般法的《民

法典》的协同和指引。 

目前对于信托关系中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边界

尚缺乏明确的指引，受托人责任承担原则不明，

观点各异。在信托持有股权的情况下，信托与公

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公司债权人的法律关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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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关系与不当得利、婚姻等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交

叉甚至冲突的时候，信托法的原则与其他民事法

律原则如何协调和处理，是亟待解决明确的问题。

此外，民法典若能为信托这样的组织体预留制度

空间的话，甚至有望解决资本市场上的“三类股

东”的问题。 

具体到家族信托实务，赞同赵教授的观点，家

族信托的受益人不宜做机械化的狭隘的理解。在

各种传承工具中，如果关注债务隔离作用的话，

最好使用生前信托。但客户的需求各异,遗嘱信托

对于特定的没有隔离需求、投资能力强、生前希

望对自己的财产有足够控制的客户，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在实践中，遗嘱信托的实施在《信托法》

和《民法典》之下存在很多难点甚至悖论。主要是

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同时要考虑遗产管理人制

度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协调问题，确保遗产管理人

所做的遗产处置能够得到实施，避免出现“看不

到遗产的遗产管理人”的情况。 

为了防止后代挥霍，信托文件里通常会有受

益权权利让与限制的条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条

款，一是防止受益人主动转让受益权，二是防止

受益人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这两种情况均

可能使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用于债务偿还，使委

托人的愿意落空。在防止受益人主动转让受益权

方面，可让与债权需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而

信托受益权本质是委托人对受益人的赠与，委托

人可通过随时行使撤销权使而使债权归于消灭。

在防止受益人债权人的代位求偿权方面，由于代

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到期债权为限，信托合同中的

分配条款可以做相应的设置，以便保护信托受益

权。特别是，酌情信托下受益人并不享有确定的

份额，是否获取及何时获取信托利益取决于其他

方的决策，如受制于委托人、保护人或指令权人

的决策。由于受益人在该种情形下的受益权对应

的财产份额或者受益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不是

受益人的责任财产，因此难以被受益人的债权人

代 位 执 行 。 这 在 境 外 泽 西 岛 的 案 例 Kea 

Investments v Watson (2021 JRC 009)中得到了

集中体现，值得思考与借鉴。 

 

李魏律师与谈 

李魏律师与谈内容： 

根据信托法规定，家族信托可分为自然人受

托为主的民事性家族信托与信托公司受托的营业

性家族信托两种形式。境内有据可查的最早家族

信托判例，是山东省烟台市张某奎等员工委托员

工代表腾某荣受托张裕集团职工股权信托及遗嘱

指定信托受益权继承案，该信托于 2004 年设立，

诉讼于 2010年启动，信托委托人的遗愿最终得到

判决支持。这个判例足以说明家族信托在中国的

实践比我们认为的要早得多。 

民法典虽然仅在第 1133 条规定了与信托直

接相关的内容，但信托关系中各主体身份认定、

非信托关系法律调整等都离不开民法典。在此特

别说一下大家关注的遗嘱信托，根据民法典与信

托法中关于遗嘱信托的相关规定，遗嘱信托只能

在遗嘱中进行信托意思表示，并在立遗嘱人去世

后受托人才有机会接受信托委托的承诺。如严格

按此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因受托人在接受委托前

未与委托人进行过深入沟通，容易产生各种误解

与纠纷。李魏律师特别分享了其在律师工作中的

遗嘱信托实务经验，通常会通过生前家族信托+遗

嘱双架构，将遗嘱信托升级为遗产信托形式，即

委托人生前设立好信托，放入少量信托财产使信

托生效，去世后通过遗嘱将遗产作为新增信托财

产，不仅满足了委托人去世后放入主要信托财产

的意愿，也避免了因委托人与受托人沟通不够导

致的履行受阻、信托僵局与新纠纷产生等诸多弊

端，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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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环节 

 

孙若军教授点评内容： 

今天讲坛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学界的理

论探讨，还有实务界的经验介绍，今天的内容主

要围绕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家族信托，一个是遗

嘱信托。目前，在我国信托理论体系尚未形成、配

套制度尚未完善之际，我们应该借助实践经验丰

富的公证机构和律师行业的力量，通过不断总结、

归纳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同时考虑如何将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与信托法相衔接，逐步在我

国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信托体系。感谢

赵老师及各位嘉宾的精彩分享，谢谢大家！ 

附：家事法讲坛第十八期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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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预告 | 叶莹 | 境外上市员工激励信托实务 

2022-07-25  家事法苑  家事法苑团队 

https://mp.weixin.qq.com/s/mkzkNar17Ku8gYrNazVo_A 

沙龙主题：境外上市员工激励信托实务 

时间：2022年 7月 29日（周五）晚上 7点半

到 9点半 

方式：微信视频号线上直播 

主讲内容纲要 

1、员工激励信托的优势 

2、员工激励信托的架构 

3、员工激励信托搭建前的准备 

4、员工激励信托的设立流程 

主讲嘉宾 

叶莹：卓佳集团信托业务中国地区负责人，

10 年海外架构与海外信托从业，服务中国高净值

客户，信托管理经验涉及 BVI、开曼、新加坡、美

国、新西兰。PMP，中国法律职业资格。 

与谈嘉宾 

刘芳律师：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国际业务部负责人，中国和美国纽约州、加

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以及华盛顿特区注册律师。

长期从事中美两国公司法、跨境投资并购、私募

股权投资，技术许可以及涉外商事诉讼和仲裁法

律事务。担任多家传统和高科技企业的常年法律

顾问，并为多家国内外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涉外

法律服务。 

饶国栋律师：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高级合伙人，国际业务部合伙人，经济学学

士，法学硕士。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詹姆斯.瓦特工

程学院墨山区块链实验室专家顾问，上海律协国

际法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硬核 Legal”法律服

务品牌的创始人。 

公维亮律师：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

分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婚姻

家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毕业。公律师擅长疑难复杂婚姻家事案件的处理，

同时在私人财富法律管理业务领域有一定的经验。 

主持人 

陈贝贝律师：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家事法苑团队成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

究会会员、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员、北京天

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方式：线上直播（扫描下方二维码） 

 

file:///D:/Users/zhaoqi/Desktop/家事法苑/给任小曼的文件（2021-4-14来自张海燕）/3-简报/1-未完成的简报/家事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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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详细简介 

 
叶莹 

卓佳集团信托业务中国地区负责人，10年海

外架构与海外信托从业，服务中国高净值客户，

信托管理经验涉及 BVI、开曼、新加坡、美国、新

西兰。PMP，中国法律职业资格。 

 

刘芳 

刘芳律师 (J.D. magna cum laude)，北京天

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国际业务部负责

人，中国和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密歇根州

以及华盛顿特区注册律师。 

刘律师长期从事中美两国公司法、跨境投资

并购、私募股权投资，技术许可以及涉外商事诉

讼和仲裁法律事务。担任多家传统和高科技企业

的常年法律顾问，并为多家国内外企业和科研机

构提供涉外法律服务。 

刘律师 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得

法学学士学位，并就职于星美传媒集团公司和天

驰君泰律师事务所。2009 年至 2014 年就读于美

国西密歇根大学库利法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法学院，拥有法学硕士（LLM）和法学博士（J.D. 

magna cum laude）学位，曾荣获美国西密歇根大

学库利法学院最高学术成就奖、加州伯克利法学

院高等学位奖学金，以及美国公司法律顾问协会

奖学金等殊荣。 

在美国期间，刘律师曾跟随美国密歇根州最

高法院大法官史蒂芬.马克曼和密歇根州第 17 巡

回法院经济庭知名法官克里斯多夫•耶茨实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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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美国一家大型律所，是该所在美国和加拿

大 18家分所 400多名律师中唯一具有中美两国法

律执业资格的律师。 

刘律师 2018年回国执业，凭借其杰出的执业

能力和良好口碑连续荣获“2020 年 Asialaw公司

和并购业务领域中国领先律师”，英国金融月刊 

Finance Monthly 评选的“2021 Deal Maker 

Award 年度交易律师奖”，以及 Lawyer Monthly

评选的 2021 年度中国公司法领域 “Lawyer of 

the Year 年度律师奖”等殊荣。刘律师也是美国

著名的知识产权研究机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科技与法律中心（BCLT）的资深研究员（Senior 

Research Fellow），与世界著名知识产权专家罗

伯特.莫杰思教授(Prof. Robert P. Merges)合著

了颇具影响力的《商业知识产权战略》一书。 

 

饶国栋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高级合伙

人，国际业务部合伙人，经济学学士，法学硕士。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詹姆斯.瓦特工程学院墨山区

块链实验室专家顾问，上海律协国际法业务研究

委员会委员，“硬核 Legal”法律服务品牌的创始

人。 

在高科技尤其是硬科技企业领域的投融资、

收购兼并、境内外 IPO、债券发行、数字合规、加

密资产交易、知识产权管理、争议解决等法律服

务领域有数十年的丰富实践，善于为客户提供融

资结构搭建、资本规划、跨境交易执行、税务筹划

等复杂法律服务，帮助客户安全、高效的实现跨

境资本流动和全球商业战略规划。 

 

公维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高级合伙

人，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毕业。公律师

擅长疑难复杂婚姻家事案件的处理，同时在私人

财富法律管理业务领域有一定的经验。 

 

陈贝贝律师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家事法苑团

队成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员、

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员、北京天驰君泰律师

事 务 所 婚 姻 家 事 专 业 委 员 会 副 秘 书

长。        

专注于婚姻家庭继承法领域，经办各类婚姻

家事继承案件及涉外婚姻家庭继承案件，致力于

复杂家事争议的非诉解决及家庭财富规划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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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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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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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凤丽律师（微信号：D13552693593） 

邓雯芬律师（微信号：13167578960） 

陈贝贝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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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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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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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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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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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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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