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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行《婚姻法》第 40 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

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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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婚救济制度创始于 1950 年《婚姻法》，经

1980 年《婚姻法》的修改不断进步和发展，于 2001 年

修订《婚姻法》时获得较大完善，形成以离婚家务劳动

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三项措施为主要

内容的制度框架。然而，多项调查显示，司法实务中

对离婚救济措施的运用存在“三低”现象，即“低适用、
低救济、低功效”［1］(P79)［2］［3］［4］，其功能并未得到应有实现。
从立法角度看，现行《婚姻法》确立的离婚家务劳动补

偿制度适用范围过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适用条件苛

刻、离婚损害赔偿法定理由过严，是其功能受阻的主

要原因［5］(P84)。为此，刚通过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在延续现行《婚姻法》离婚救济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对

三项救助措施分别从适用范围和法定情形等方面作

出拓展。
一、离婚家务劳动补偿

家务劳动虽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但其本身是

有价值的。除可节约家庭支出、间接增加家庭财富

外，它还对婚姻的维系、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具有积

极意义，尤其有利于家庭养老育幼社会功能的发挥。
因此，当婚姻解体时，夫妻一方的这种无报酬贡献应

当获得对方的相应补偿。法律确立这一措施，正是

基于公平原则对婚姻期间夫妻家事付出不均等予以

平衡与救济。由于现行《婚姻法》将其适用范围限

定在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之间①，加之在中

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比例非常低［2］［3］［4］，该

项救济措施在司法裁判中很少适用，其制度功能未

予发挥。
《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

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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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条中的“较多义务”，可理解为夫妻一

方从事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家务劳动在数量和耗

费时间上都明显多于对方，或者婚后一方协助另一

方工作，比对方对自身工作的协助明显更多。这一

规定表明，民法典实施后，无论夫妻采取何种类型的

夫妻财产制( 分别财产制抑或共同财产制) ，离婚时

均有适用本条的可能。理解适用本条需把握以下

要点。
第一，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性质及意义。家

务劳动补偿请求权既不同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也不同于离婚经济帮助请求权。它不以离婚时一方

有重大婚姻过错为前提，也不以离婚时一方生活困

难为要件，只需一方存在婚内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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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现阶段，我国社会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男主

外，女主内”模式仍然占据主流，在城乡家庭中，妇女

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妻子在婚姻期间对子女

的抚育、对老人的照料以及对丈夫工作的协助等，均

是人力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她们在这一过程中，

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会受到贬损，一旦离婚，难免在

就业和经济收入方面居于劣势。如果法律对一方家

务劳动的付出熟视无睹，那么强化离婚公平机制便

难以落到实处。因此，赋予一方享有离婚家务劳动

补偿请求权，有利于实现夫妻事实上的平等，也有助

于转变社会观念，提倡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第二，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基础。依据本条规

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成立，以夫妻一方在抚育

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家务劳动中负

担较多义务为前提。夫妻一方具备该项条件的，离婚

时便享有补偿请求权，本条构成离婚家务劳动补偿请

求权的基础。所谓“家务劳动”，是指为满足家庭成员

日常生活需要所从事的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劳动。
具体包括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采购

日常生活用品、洗衣做饭等日常劳作，还包括“生育子

女、赡养老人、陪伴家人以及为家庭的付出和自我牺

牲等”［6］(P167)。因此，对家务劳动宜做广义理解，并不

限于夫妻对法定义务的履行。
第三，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行使。依据本条

规定，行使此项请求权限于夫妻一方提起离婚诉讼

之时。请求权人在离婚诉讼中可直接向另一方提出

补偿请求，并负有举证责任。至于补偿的方式和数

额，本条授权由离婚双方协议解决; 协商未果，则由

人民法院判决。法官在审理个案时应当进行利益衡

量，在综合夫妻各自财产状况、一方婚后家务劳动的

强度与持续时间、向对方提供工作协助的事实，以及

婚姻存续的时间等因素后，作出裁决。
由于婚后所得共同制本身蕴含着对夫妻一方家

务劳动价值的承认，民法典本条同样赋予实行法定

财产制的夫妻享有离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这是

否会导致法律对夫妻一方家务劳动的双重评价? 对

此多有质疑之声。本文认为，两项制度在性质( 所有

权与债权) 、适用情形( 婚姻期间与离婚之时) 、对家

务劳动承认和保护的力度等方面均不相同。两者功

能定位不同，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二、离婚经济帮助

离婚经济帮助是较为传统的离婚救济方式②。
它是离婚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

提供的经济帮助。离婚经济帮助不是夫妻扶养义务

的延伸，而是婚姻关系解除时，基于夫妻共同生活产

生的道义上的责任，是法律为保障离婚自由与离婚

公平所采取的一种善后措施［7］(P153)。
《民法典》第 1090 条规定: “离婚时，如一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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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法院判

决。”与现行《婚姻法》第 42 条相比，本条有两处变

动: 一是在离婚经济帮助的条件中增加另一方“有负

担能力”; 二是取消“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

中给予适当帮助”的财产范围列举，笼统要求“另一

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理解本条可从三方面展开。
第一，经济帮助限于离婚之时。一方生活困难

必须是在离婚时已经存在的困难，而不是离婚之后

发生的困难。因此，对于离婚后一方出现生活困难

的，不适用本条。
第二，接受帮助的一方生活确有困难。此所谓

“生活困难”，是指夫妻一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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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按照最

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司法实务遵循“绝对困难”标准。
在民法典编撰期间，学界普遍主张采用“相对困难”标

准，即离婚后一方虽然能够维持自己生活，但其生活

水平与婚姻期间相比显著降低的，也应视为生活困

难［5］［8］。民法典生效后，是否继续援用“绝对困难”标

准，权威机关应予明示。笔者以为，采用“相对困

难”标准可最大限度发挥离婚经济帮助的救济功能，

代表了这一制度的发展方向; 然“绝对困难”标准易

于司法操作，符合当下国情。
第三，提供经济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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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1950 年《婚姻法》第 25 条规定，“离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另一方要“帮助维持其生活”。
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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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条。



离婚经济帮助的功能定位是为离婚时生活困难的一

方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这种帮助应以另一方有负

担能力为必要，即该方在满足自己的合理生活需要

后，还有能力以个人财产对生活困难方给予住房、金
钱或其他经济上的帮助; 如果其没有提供经济帮助

的能力，则不承担此项义务。其中，以个人住房提供

帮助的方式可以是住房的居住权，《民法典·物权

编》专章设立居住权这一用益物权，为离婚时一方向

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提供住房帮助开辟了制度通道。
三、离婚损害赔偿

中国法律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因夫妻一方的

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所产生的赔偿。其性质是“离

因赔偿”，而不是对离婚本身带来损害的补偿［9］(P16) ，具

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10］(P34) 的

功能。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

偿，由三个要件构成，即一方有法定过错、该法定过错

导致双方离婚、请求权人无过错。因此，中国法律规

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发生在特定民事主体( 夫妻或前

夫妻关系) 之间的、基于法定事由、只在提起离婚时或

者离婚后一年内才能请求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④。
《民法典》第 1091 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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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行

《婚姻法》第 46 条相比，本条增设第五项“有其他重

大过错”，作为法定情形的兜底条款，扩大了离婚损

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提升这一制度的效用。
哪些情形属于本条所言的“其他重大过错”，是

理解适用的关键。本文认为，它是本条前四项所列

情形之外的其他重大过错，具体如: 一方有赌博、吸

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一方长期与他人发生婚外性行

为并生有子女; 一方因性犯罪伤害夫妻感情等。至

于一方偶发的婚外性行为，可成为离婚财产分割中

照顾无过错方的情形，却难以构成本条的“重大过

错”。由于《民法典》第 1087 条第 1 款在离婚财产分

割中增加“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今后离婚诉讼

中难免出现离婚财产分割照顾无过错方和无过方错

请求损害赔偿并存的情形。对此，一是应当注意区

分两个法条中的“过错”存在程度差异，二是从法解

释论角度看，同时适用离婚财产分割照顾无过错方

与支持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符合民法典立法

目的。并用两者，未尝不可。
构建将离婚的危害最小化，保障家务劳动贡献

者、生活困难者、权益受损者不因离婚而陷于困顿的

离婚救济制度，是中国民法典完善离婚衡平机制的

重要目标。期待上述完善举措使离婚救济制度的功

能在司法中获得充分发挥，以实现中国离婚法的公

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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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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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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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