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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2 日，由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和中华

女子学院中国妇女人权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民法典编纂

与男女平等”学术研讨会在中华女子学院召开，来自清华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华女子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天驰君泰律师

事务所的理论和实务工作者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

指出，男女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政治正确的时

代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要求，是始终如一的宪法要

求，也是公平公正的法律要求。这五个要求与民法典编纂

这一国家大事、时代大事结合起来，意义重大。与会专家

围绕民法典编纂应如何贯彻和体现男女平等要求这一主

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内容既涵盖男女平等的内涵、

实现路径、适用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又包括民法典编纂

应当具有的性别视角和男女平等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落实

等具体问题。

一、民法典编纂与男女平等的基本理论问题

( 一) 男女平等的内涵

深刻理解男女平等的内涵是在民法典编纂中贯彻和

体现其要求的理论前提。与会专家围绕什么是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与民法中的主体平等及平等原则的关系等问题

进行了探讨。

清华大学马俊驹教授和武汉大学余延满教授均认为，

男女平等应是实质平等。民法中强调的主体平等是人格

和法律地位平等，这只是机会、起点的平等，不是结果、终
点的平等。民法如何在坚持形式正义、形式平等的基础上

铸造男女实质平等的社会模式，是当代法治得以矫正和进

步的重要使命。马俊驹教授还提出，性别分工是男女身份

差异存在的基础，是考量男女之间享有“利益份额”的根

据。只有正视性别差异，才能找出区别对待的法治方案，

从而使男女公平享有自己应得的“利益份额”。

北京大学马忆南教授指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结

果平等是男女平等的三个要素。结果平等即实质平等，是

就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而言，其有三个标准: 一是承认男

女两性都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二是尊重男

女两性生理差异带来的女性特殊需求，三是采取特别措施

缩小两性差距，防止形成性别刻板印象。

西北政法大学郝佳副教授认为，男女平等价值观指导

下的利益分配机制往往做了更有利于女性的安排，但男性

的需求、利益、特性亦须予以考量。同时，同性恋者、跨性

别者等性少数群体的权益也不能忽视。性别平等具有更

加广泛、现代的含义。中华女子学院赵合俊教授则认为，

就目前而言，性别平等并非真正的法律用语，民法典仍应

使用“男女平等”概念。
( 二) 男女平等的实现路径

马俊驹教授认为德法共治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途

径和保障，道德的法律化是践行德法共治的重要制度形

态。南京大学周安平教授认为法律难以解决自然意义上

的差异，在实现男女平等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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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公共空间的需要而产生的，建立在利己模式基础之上，

婚姻家庭的利他情怀使其与法律之间存在隔膜。中国人

民大学张新宝教授认为婚姻不仅受生物规则影响，而且受

制于法律规则。法律对家庭的干预程度如何，家庭在多大

程度上被引入公共空间，值得进一步研究。
( 三) 男女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与表达

男女平等的适用范围是整个民法典还是民法典中的

某部分，决定了其在民法典中的表达。与会专家对此有两

种观点。部分专家认为，男女平等主要适用于与身份有关

的制度，可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中规定男女平等原则; 大

多数专家认为，男女平等是民法典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在

总则中明确规定。

武汉大学李国庆老师认为，男女平等作为一种宪法要

求，为现代国家普遍接受。德国、日本都是先在宪法中规

定男女平等，再在民法中加以确立并贯彻。中国社会科学

院柳华文研究员指出，男女平等是人类文明的突出体现，

早在 20 世纪初便开始进入国际人权法。在民法典总则中

规定男女平等原则既是宪法原则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强

调的基本法律追求。马忆南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男

女平等是民事主体平等的应有之义，无论民法总则是否将

其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在总则和分则各编中都应得到体

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薛峰庭长认为，男女平等不

一定要体现在具体法律条文上，在理念、意识上贯彻男女

平等或许比将其作为一项原则更有效。

二、男女平等在民法典中的贯彻与体现

与会专家用男女平等标准检视了《民法总则》和《民

法典各分编( 草案) 》( 以下简称《草案》) 的立法理念与具

体内容。
( 一) 民法典编纂的性别视角

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冯媛女士和中华女子学院周

应江教授认为，《草案》没有先进的性别视角，更偏重于维

持现状，实质上延续了父系血缘关系为主导的婚姻家庭关

系，这将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他们呼吁立法者要具有性别

意识，建议民法典编纂应关注到两性现实差异和妇女特殊

利益，并具体落实到制度层面，体现在法律条文中。
( 二)《民法总则》成年监护制度与男女平等

华东政法大学李霞教授指出中国《民法总则》的成年

监护制度是在父权主义语境下制定的，其立法理念和监护

措施已无法适应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状。她主张将女性

关怀伦理适用于成年监护改革中，摒弃传统的“理性人”

标准，将监护理念由“替代自我决定”扭转为“尊重自我决

定”，并建议引入“代理型”意定监护制度，以适应失能老

年人的制度诉求。

( 三) 物权编与男女平等

针对《草案·物权编》与男女平等的关系，学者主要围

绕农村土地权利展开讨论。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张保红教授

建议民法典应明确村规民约不得违反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

强制性规定; 农村土地制度实行物权法定，不允许意思自

治; 明确“户”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主

体。马俊驹教授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农村妇女土地权

益不能得到切实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这一主体形式

遮蔽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农民个人民事主体地位，淹没了农

民个人的土地权利。确立妇女的民事主体地位是其平等享

有民事权利的前提，故建议取消“农村承包经营户”这一民事

主体形式。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蒋永萍研究员指出，农业部

在进行农村土地确权时已将新嫁儿媳和新生儿作为家庭成

员确认其土地权益，这种实践做法应在民法典中得到体现。
( 四) 人格权编与男女平等

针对《草案·人格权编》与男女平等的关系，学者主要

探讨了隐私权、性骚扰以及性别选择权三个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吴高臣教授建议明确隐私权的范围。

他指出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不利地位既有社会原因，也是

女性自身特点所致。在生育政策发生变化、全面放开二孩

的背景下，有必要明确婚姻和生育状况属于隐私权范畴。

中华女子学院刘春玲副教授对《草案》第 790 条进行

了评析。她认为第 790 条丰富了人格权的内容，体现了性

别平等理念和国家对性骚扰问题重视程度的提升，有利于

解决立案困难和权利救济困难问题。但一个条文仍显单

薄，应从概念界定、法律责任、诉讼时效、举证责任等方面

进一步加以完善。北京科技大学王竹青教授认为《草案》

未对高校性骚扰问题做出规定，比较遗憾。

中华女子学院林建军教授建议增设性别选择权。她

指出性别的生物学基础差异巨大，除男性和女性外，现实

中还客观存在间性人、性别认同障碍者。性别是人的基本

属性，自主选择性别应成为人格权的重要内容。基于社会

现实的考虑，她建议性别选择权入法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

仍坚持二元框架，变性只能在男女两性中选择，但变更法

律性别不以手术变更性别为前提; 第二步再承认第三性

别。王竹青教授认为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不仅入法障碍

较小，而且会成为中国民法典的亮点。
( 五) 婚姻家庭编与男女平等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体现男女

平等的色彩更浓郁，所以针对《草案·婚姻家庭编》的讨论

最广泛深入。
1． 婚姻家庭立法理念的变迁

北京化工大学樊丽君教授指出，家庭立法经历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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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和父权、夫权支配与国家干预和个人主义相结合两个

阶段。相应地，家庭法也从性别不平等与父母子女不平等

并存转化为向家庭对国家深度依赖和家庭日益私人化两

个极端方向发展。顺应这一趋势，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理念

亦应从保护弱者角度转变为关注性别实质平等。中国社

会科学院邓丽副研究员赞同从家国关系变迁角度看家庭

法的变革，她认为家庭法的发展方向是私法和社会法的融

合，未来家庭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福利制度的支持。
2． 男女法定婚龄

有学者从男女平等角度提出男女法定婚龄应相同，但

也有专家认为这是形式平等，甚至有人认为是庸俗的平

等。蒋永萍研究员认为法定婚龄男大于女的规定缺乏科

学依据，其实质是延续传统，是因为社会更愿意接受“男强

女弱”的格局。相反，男女法定婚龄相同更有利于促进家

庭性别平等。
3． 可撤销婚姻的撤销机关及程序规定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段凤丽律师指出，行政机关

和法院均有权撤销婚姻的规定是对行政、司法资源的浪

费。婚姻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本应通过民事程序解决，

而且由法院依民事程序撤销瑕疵婚姻的效力也是国际通

行做法，故建议废除《草案》第 829 条、第 830 条相关规定，

凡涉及婚姻效力的纠纷统一由法院按民事程序审理。邓

丽副研究员也认为婚姻效力的规范路径需再斟酌，但若在

婚姻登记中赋权行政机关实质审查，则在否定婚姻效力时

也应给予相应权力。
4． 夫妻身份权

兰州大学梁琳副教授建议从性别平等视角构建夫妻

身份权制度。她认为法律如何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夫妻人

伦秩序进行有效调整是立法要面对的难题。考虑到传统

文化和民众心理，建议中国夫妻身份权的主体仍限定为一

男一女; 身份权的内容可包括同居义务、相互协力义务、相
互忠实义务以及婚姻住所商定权等。

5． 夫妻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问题是专家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大家普

遍认为，夫妻财产制应尊重并体现婚姻家庭的伦理性特

征，处理好其与一般财产规则的关系。余延满教授从婚姻

家庭编与总则的关系角度指出，《草案》采用《德国民法

典》结构，将婚姻家庭编作为其中一编，这导致婚姻家庭编

与总则以及民法典其他各编在内容上发生冲突。《德国民

法典》总则仅是财产法的总则，亲属身份法和亲属财产法

不适用总则或物权法的规定。而中国无论是 2001 年的

《婚姻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对

身份财产法的身份性和伦理性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使其

服从于一般财产法规则，导致对妇女不利。中央财经大学

尹飞教授认为应明确男女平等的逻辑起点，在夫妻财产制

度的设计上无论是更加强调家庭的团体主义还是个体主

义，积极财产和消极债务的制度设计均应与之保持一致。

吴高臣教授建议适当恢复夫妻个人财产的转化规则，并对

原有规则予以细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
6． 非婚同居

马忆南教授、樊丽君教授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杜洁

研究员均提出，应看到家庭的变化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困

境，并在民法典中对非婚同居等问题做出回应。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周友军教授通过比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

意见》与《婚姻法》规定的不同，建议在民法典中应对非婚

同居问题做出规定，以强化对女性的保护。
( 六) 继承编与男女平等

黑龙江大学王歌雅教授认为《草案·继承编》编纂，特

别是法定继承部分，应当关注性别平等、意志自由和制度

建构中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只有如此，才能提升《民法典·

继承编》的编纂质量，并符合社会需要和民众诉求。蒋永

萍研究员和王竹青教授认为中国现行继承法已经较好体

现了性别平等，只是人们的观念落后于法律规定，导致在

现实操作中存在很多问题。

三、研讨形成的共识

在闭幕式上，李明舜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龙翼飞教授

做会议总结。他们肯定了本次会议的积极意义，认为会议

内容广泛务实，以问题为导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引领，多元化、跨学界的交流为民法典的制定贡献了

智慧。本次会议主要在两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一是民法典与男女平等的关系。民法典总则应贯彻

男女平等的宪法精神和原则，民法典分则应体现男女平等

原则的立法价值观。司法裁判者在实施民法典时应坚持

男女平等的立场; 民法典应是引领社会大众遵循男女平等

的基本规范。

二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贯彻男女平等原则重点要

解决五个问题: 一是女性在民事领域的权利和机会不平衡

的问题; 二是对女性价值认识不充分的问题; 三是女性的

人身、财产安全更易受侵害的问题; 四是不尊重女性的问

题; 五是女性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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