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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是在现行《婚姻法》《收

养法》基础上按照“既不推倒重来，也不照单全收”
的思路编纂而成的。入典后的婚姻家庭编，不仅延

续了 1950 年婚姻法、1980 年婚姻法以及 2001 年婚

姻法修改所秉持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而且于传

承中因应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而创新，在婚姻家庭

领域面临变局中引领发展方向，在平衡各种利益冲

突中维护公平正义，为建设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加强婚姻家庭的国家保护，体现了对宪法要

求的具体落实

婚姻家庭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关系个人健

康成长、家庭和谐稳定和社会与国家的繁荣发展。
为此，《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9 条规定了婚姻家

庭受国家保护。为落实这一宪法要求，婚姻家庭编

第 1041 条第一款增加规定: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

护。”这一规定表明了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保护态度，

它一方面要求任何民事主体都不得侵犯婚姻当事人

和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明确了公权力不

得越界干预婚姻家庭和必须为婚姻家庭提供保护的

责任，要求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必须具有正当性且

有法律依据，同时要防止因法律、政策给家庭带来不

利影响。“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在婚姻家庭编的

体现如下所述。
( 一) 对婚姻家庭的融合保护。从婚姻法作为

“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到婚姻家庭编“调整

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这其中的变化意味

着: 一是调整对象明确为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

系，因婚姻家庭产生的其他关系不在本编调整范围

内，因此，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不再由本

编规定，而是由其他编如侵权责任编或其他法律法

规如反家庭暴力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进行规

定; 二是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固然应当首先

适用婚姻家庭编，但并不排除民法典其他各编对婚

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作用。《民法典·合同编》第 464
条第二款就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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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人格权编》第 1001 条明确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

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适用本法第一编、
第五编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 没有规定的，可以根

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至

于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也要适用总则编和侵

权责任编则更是自不待言。婚姻家庭编的新规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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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冲破由于婚姻法长期以来作为单行法所形成的

对婚姻家庭关系较为封闭的规范体系，建构了更为开

放的调整和保护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进

而实现法律规范的有机衔接、民事权益的融合保护、
司法实践的难点应对、民众诉求的理性回应，为建设

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奠定法制基础。”［1］

( 二) 对婚姻家庭成员身份的确认和保护。婚

姻家庭编第 1045 条界定了亲属、近亲属、家庭成员

的范围，明确了婚姻家庭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以及由

此产生的身份权利。婚姻家庭编第 1060 条规定了

基于夫妻身份产生的日常家事代理权。
( 三) 对婚姻安全的优先保护。根据婚姻家庭

编第 1064 条的规定，夫妻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所负的

债务，均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反之，夫妻一方以个人

名义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所负的债务，就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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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定合理公正地界定了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标准，妥善协调了债权债务双方的利益关

系，正确处理了债权债务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保

障了婚姻当事人对共同债务的决定权和同意权，有

利于消除婚姻当事人陷于“被负债”的恐惧，较好地

平衡了婚姻安全与交易安全，适应了人民群众对安

全稳定婚姻生活的期待，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婚姻

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充分体现了追求公平正义的

价值取向。
( 四) 对离婚制度的调整完善。针对实践中闪

结闪离特别是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影响社会婚姻

家庭“稳定”的问题，婚姻家庭编第 1077 条规定了提

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

夫妻任何一方均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与

此相对应，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的问

题，婚姻家庭编第 1079 条第五款规定，经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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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婚姻家庭的保护，既

要对轻率离婚作出必要的限制，又要适时对久拖不

决的“死亡婚姻”进行宣告，两者都是对婚姻当事人

根本利益的有效维护。此外，婚姻家庭编增加了解

除婚姻 关 系 的 时 间 节 点 的 规 定。婚 姻 家 庭 编 第

1080 条规定:“完成离婚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

解书生效，即解除婚姻关系。”婚姻关系解除的时间

节点就是身份关系发生变化的节点，也是法律对该

婚姻关系保护的终点。
二、加强无过错方的补偿保护，体现了对公平正

义价值取向的秉持坚守

公平正义是法律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婚

姻家庭编从多个方面扩大了对无过错方的补偿保

护，体现了法律鼓励和保护守法行为、否定和制裁违

法行为的赏罚公平，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 一) 在结婚制度方面，无论是 1950 年婚姻法还

是 1980 年婚姻法，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都没有

进行规定，即使在 2001 年修改婚姻法时增加了无效

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也没有解决导致婚姻无效

或被撤销过错一方的责任问题，因婚姻无效或被撤

销而蒙受精神痛苦的无过错方也缺乏得到合理补偿

的救济途径。这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编纂，一方

面通过婚姻家庭编第 1052 条规定将因胁迫结婚中

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起算

时间由原来的“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

出”变化为“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

出”，合理延长了受胁迫者请求权期限，给予了受胁

迫方更充分的选择权利，另一方面在婚姻家庭编第

1054 条赋予了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请

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使其能够通过损害赔偿而得到

必要的精神抚慰，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也使

行为过错人为自己的过错承担民事责任，对预防此

类问题的发生也有积极作用。此外为了保护和扩大

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婚姻家庭编不再把一定范围的

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条件，而是通过婚姻家庭编第

1053 条的规定附加了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在结婚

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的义务，如果违反告知义务，

另一方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

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这一调整既体现了

对私法自治精神的恪守和对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尊

重，也赋予不知情的一方请求撤销婚姻以及损害赔

偿的权利，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得到了较好地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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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婚姻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方面，婚姻家

庭编增加了有正当理由一方请求婚内析产的权利。
根据婚姻家庭编第 1066 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婚姻当事人一方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

财产的正当理由被限定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当为

而为，实施了“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

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

产利益的行为”，另一种是当为而不为，即“一方负

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

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父母子女关系方面，

婚姻家庭编第 1073 条赋予了有正当理由一方对亲

子关系提出异议的权利，即父或母对亲子关系有异

议且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认

或者否认亲子关系的诉讼。成年子女对亲子关系有

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确

认亲子关系的诉讼。从父或母作为权利主体来看，

一般情况下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多位母亲，请求否

认亲子关系的多为父亲，其一方所持的正当理由往

往正是对方曾有的过错。
( 三) 在离婚制度方面，增加或扩大的对无过错

方的补偿保护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编第 1087 条和

第 1091 条。第 1087 条规定的是将照顾无过错方确

定为人民法院判决处理离婚案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的原则。第 1091 条则是增 加 了 离 婚 损 害 赔 偿 的

“( 五) 有其他重大过错”情形，以此扩大了有关离婚

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由于婚姻家庭编的这两条规

定都是针对导致婚姻破裂的过错行为人的，因此带

来了是否会产生“同一过错，双重惩罚”的疑虑以及

如何理解两个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过错是否同一、是

否程度不同抑或谁包含谁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有

待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深入的研究加以厘清，但这些

规定无疑反映了立法者坚决遏制和惩戒破坏婚姻关

系的过错行为，最大限度填补和抚慰无过错方遭受

的损害和痛苦的立法初衷，今后的司法实践和学理

解释也必须遵循这一立法初衷。
三、加强特定群体的特殊保护，体现了对男女平

等、儿童优先等先进理念的全面贯彻

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从其产生时起就一直将男女

平等和保护儿童、老人、妇女的合法权益作为基本原则

加以强调，使之成为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2］。

关于落实男女平等这一宪法要求，婚姻家庭编

一方面延续性地规定了在婚姻家庭领域遵循男女平

等原则的相关要求，即实行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
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

的处理权以及在婚姻关系方面，结婚和离婚的条件、

程序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责任对男女双方同等适

用，在父母子女关系方面，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对

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平等适用，在其他家庭成员关

系方面，兄弟姐妹间、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孙子女与

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平等适用。另一方面在以下三

个问题上注入和强化了男女平等的要素: 一是增加

了第 1058 条有关“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

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

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的规定; 二是将“收养人与

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的限制情

形，由“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变化为婚姻家庭

编第 1102 条规定的“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以

此消除了这一情形的性别差异; 三是第 1088 条改变

并删除了婚姻法有关适用家务劳动补偿的前提条

件:“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

各自所有”，这是对男女平等最具推动促进意义的改

变，因为这一改变不仅扩大了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

范围，全面肯定了多由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的社会

价值，而且使原来花瓶式的条款接了地气，能够真正

发挥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促进男女平等特别是私人领

域男女平等的作用。

关于儿童权益的保护，婚姻家庭编基于儿童优

先的立法理念，确立并贯穿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不仅在一般规定中以第 1044 条将这一原则表述为

“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而且在

以下几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贯彻: 一是为了让更多的

儿童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一方面通过第 1093 条规

定删除了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十四周岁的

限制，使已满十四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可以

被收养，进一步扩大了被收养人的范围，另一方面与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相协调，在第 1098 条第一

款将原来收养法有关收养人须无子女的规定修改为

收养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二是为了优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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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家庭成长环境，进一步强化对被收养人利益的

保护，第 1098 条第四款和第 1105 条第五款分别将

“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纳

入收养条件和规定，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

估; 三是为了充分体现儿童的主体地位，鼓励并支持

儿童参与家庭生活，在第 1104 条、第 1114 条分别将

未成年养子女行使收养成立、解除的同意权的年龄

由十周岁降为八周岁，这一改变既与民法总则相适

应，又能最大限度畅通儿童意见表达渠道，重视、吸

收儿童意见; 四是为了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在第

1084 条第三款将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哺乳期内的子

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修改为“不满两周

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由此不难看

出，上述有关修改完全都是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

利益出发，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
关于其他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民法典不仅在

婚姻家庭编将“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

的合法权益”确定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而且在总则第 128 条规定了有关其他法律对未成年

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等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

规定的要优先适用。
在强调民事权益平等保护的同时，婚姻家庭编

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对特定民事关

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了倾斜性规定，以防止片

面注重形式上的公平而发生不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被

“扭曲”的后果，体现了对实质正义和实质平等的追

求，强化了对特定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关

爱。当然，婚姻家庭编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特殊保

护，不是放弃了形式正义和形式平等，更不是对平等

原则的违反，而是在坚持形式平等保护原则的基础

上，通过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特殊保护，扭正和防止

因片面强调形式平等而发生的不公正结果，这恰恰是

婚姻家庭编追求实质正义和实质平等的具体措施。
四、加强公序良俗的法律保护，体现了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弘扬

婚姻家庭的伦理属性决定了婚姻家庭制度应当

成为法治精神和道德教化的立法表达。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家庭领域的公序良俗即优良家

风和家庭美德仅靠提倡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和完

善家风家教的法律制度。为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第 1043 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

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除此之外，

民法总则不仅在第 1 条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而且在第 8 条和第 10 条

分别将公序良俗确定为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民

法典·人格权编》第 1015 条对自然人的姓氏选取进

行了规范，要求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时要“有

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这些规定充分

体现了中国新时代国家立法鲜明的道德导向，引导

全社会崇德向善，弘扬家庭美德和优良家风，坚持把

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把家风、家教等基

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补上了家风家教问题

无法可依的治理短板。

［参考文献］

［1］王歌雅．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价值阐释与制度修为［J］． 东方法学( 民法典专刊) ，2020，( 4) ．

［2］李明舜、党日红． 科学建构体现男女实质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J］． 妇女研究论丛，2018，( 3) ．

责任编辑: 秉哲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