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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我国亲属法律制度进行了重要修改，具有十大亮点：一是规定了亲

属的基本制度，二是强调家庭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和家庭文明建设，三是确认亲属法律行为，四是确

认身份权及身份权体系，五是规定共同亲权原则，六是规定家事代理权，七是规范夫妻共同债务规则，

八是规定亲子关系确认和否认规则，九是规定离婚冷静期，十是确立身份权请求权为身份权保护方法。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这些立法进展，使我国的亲属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些都对我国的婚姻家庭关

系的法律调整具有重要价值。婚姻家庭编完善我国亲属法律规则取得进展的原因是，立法关注民生，

婚姻法回归民法，完善亲属法律制度，追求亲属关系稳定。在司法操作层面，应当统一法律适用的指

导思想，对具体的规则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补充，保障婚姻家庭编规定的亲属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正确

实施，保护好亲属关系当事人的身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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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将原 《婚姻法》和 《收养法》编纂成为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１〕 使婚姻家庭法终于回归民法，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经过三年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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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１８ＪＪＤ８２０００１）的研究成果。

下文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简称为婚姻家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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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我国的亲属法律制度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在亲属制度上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应当进行检

视。这不仅对民法典亲属法的司法操作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以及婚姻家庭生活的

引导具有更大价值。本文以笔者参加立法的视角，对婚姻家庭编进行全面检视，揭示我国亲属

制度的进展和完善的亮点，对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基本法理进行简要阐释，提出司法操作的指导

思想和具体做法。

一、完善：婚姻家庭编对我国亲属制度的主要修改

（一）婚姻家庭编 “一般规定”对亲属法制度的修改

１．删除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１条在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中，删除了 “实行计划生育”的内容。

这是因为，国家长时间实行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口增长，使后备劳动力大大减

少，出现较大的社会问题，需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改变目前的状况，故删除了 “实行

计划生育”的规定，不再将其作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

２．规定家庭和家风建设
民法典重视家庭建设。《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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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庭建设好，使之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３．规定亲属、近亲属和家庭成员的概念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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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第一次规定亲属的概念和种类，
同时还规定了近亲属和家庭成员的概念，具有重要价值。

民法典第一次规定 “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不仅规定了亲属的概念，而且还规定了

亲属的种类。亲属是指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以及具

有这种特定身份关系的人相互之间的称谓。〔２〕 亲属的含义是：第一，亲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因婚姻、血缘和拟制血缘而产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亲属概念，实际

上是指 “亲属身份关系”，是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构成的法律关系。第二，亲属标志着具有亲属

身份关系的人的特定身份。亲属身份是固定的，只要亲属身份关系存在，这种特定身份就不会

改变，亲属之间不能相互更换位置而改变身份。在这个意义上的亲属概念，标志着亲属之间的

不同身份地位及亲属身份关系的远近亲疏。第三，亲属也是具有亲属身份关系的人相互之间的

称谓。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亲属概念，实际指的是亲属之间的特定称谓。其中：配偶是关系最

密切的、是因男女双方结婚而发生的亲属，是血亲的源泉、姻亲的基础；血亲是指有血缘联系

的亲属，是亲属的主要部分；姻亲是以婚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配偶一方与另一方的血亲之

间为姻亲关系，包括血亲的配偶、配偶的血亲和配偶的血亲的配偶。〔３〕

亲属之间的亲疏远近之别通常用亲等表示，婚姻家庭编仍然使用 “近亲属”概念，确认配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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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金眉：《我国 “亲属”法律概念的变迁探析》，载 《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１４４－１５１页。

参见杨立新：《我国亲属制度改革的进展、问题与对策———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草案·三审稿）〉

述评》，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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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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之间发

生亲属的权利义务关系，非近亲属不发生亲属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受婚姻家庭编的调整。近亲

属的概念，相当于 “配偶＋三代以内的血亲”。
婚姻家庭编没有规定家或者家制，而有家庭的概念，但是没有对其作出界定，仅规定了

“家庭成员”的概念，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是家庭成员，是组成家庭并共

同生活的近亲属。

４．规定收养应当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４条规定了收养的基本原则，即：“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

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这是由于将原

《婚姻法》《收养法》统一编纂为 “婚姻家庭编”，因而规定了收养子女的基本原则。任何被收

养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具有人格尊严的民事主体，应当受到尊重；由于被收养人基本上是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因而送养、收养都必须以最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为

原则，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５．规定身份权请求权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１００１条规定了身份权请求权，以保护身份权，救济身份权人受到的

身份权益损害。这一条文虽然规定在人格权编，但是其性质属于婚姻家庭编 “一般规定”的内

容。当亲属之间的身份权受到侵害后，可以行使身份权请求权予以救济，当然也可以选择侵权

请求权救济身份权的损害。

（二）对结婚规则的创新性规定

１．将禁婚疾病改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８条只对 “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作了规定，

删除了原 《婚姻法》第７条关于禁婚疾病的内容，即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即

为禁婚疾病而 “禁止结婚”。〔４〕 将疾病作为禁婚事由，过于严厉，限制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权

利，故婚姻家庭编增设第１０５３条，把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把是否认可婚
姻效力的权利交给对方当事人自我决定。

２．规定完成结婚登记时确立婚姻关系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９条规定，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完成结

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改变了原 《婚姻法》第８条关于 “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的规定。颁证是基于登记行为，在登记之后才能颁证。结婚的效力始于登记行为，而不是颁证

行为。这与物权变动登记的情形相似，亲属法律行为与物权法律行为的效力都应当如此。

３．规定胁迫婚姻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请求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５２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

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该条文是关于胁迫结婚为可撤销婚

姻的规定。与原 《婚姻法》第１１条规定相比，本条规定进行了两方面的改变。一是删除了原
《婚姻法》第１１条规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内容，统一由法院行使撤销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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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原 《婚姻法》第７条第２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 （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结婚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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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原 《婚姻法》第１１条关于 “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修改为 “自胁迫

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以更好地保护被胁迫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亲属身份关系规则进行的新修改

１．确认夫妻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共同亲权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５８条规定了共同亲权原则，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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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５〕 共同亲权原则之前的亲权原则是父亲

专权原则。直至近代，因男女平等观念的兴起，各国立法才以共同亲权原则取代了父亲专权原

则，〔６〕 在亲权领域中实现了男女平等。共同亲权是指亲权的共同行使，即亲权内容的行使均应

由父母共同的意思决定，并对外共同代理子女。〔７〕 父母共同行使亲权，以父母间有婚姻关系存

在为前提。在父母离婚后，亲权由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行使；对非婚生子女，亲权由

母亲行使，当其被认领后，亲权才为其父母共同行使。

２．规定夫妻享有日常事务代理权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６０条规定了家事代理权，认可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之间对一

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日常事务代理权，亦称家事代

理权，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对方权利行使的

权利。〔８〕 日常事务代理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是，配偶一方代表家庭所为的行为，对方配偶须承担

后果责任，配偶双方对其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家事代理权与表见代理相似，适用表见代理

的原理，其目的在于保护无过失第三人的利益，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动态安全。日常家务的范围，

包括夫妻、家庭共同生活中的一切必要事项，家庭对外经营活动不包括在内。配偶一方超越日

常事务代理权的范围，或者滥用该代理权，另一方可以因违背其意思表示而予以撤销，但是，

行为的相对人如为善意且无过失的，则不得撤销。

３．夫妻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和补偿为个人财产
法律保护夫妻个人财产，配偶一方所有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不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婚

姻家庭编》第１０６３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遗嘱
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属

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与原 《婚姻法》第１８条相比，其中增加的内容是，一方因受到人身损
害获得的赔偿和补偿属于夫妻个人财产，因为这种获得的人身损害赔偿具有人身性，是救济个

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款，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４．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６４条采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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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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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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般财产担保，在夫妻共有财产的基础上设定的债

务。〔９〕 包括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解决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医、履行法定扶

养义务、必要的交往应酬，因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等所负之债，以及为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夫

妻双方同意而资助亲朋所负债务。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相对应。

５．夫妻享有婚内分割共同财产请求权
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财产，在共同共有关系发生的原因没有消灭前，共同共有财产一

般不能分割，目的在于保持共有关系的基础和稳定性，保护共有人的合法权益。〔１０〕 但是，在实

践中存在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需求。《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６６条借鉴司法解释的规则，〔１１〕 规
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是一方有隐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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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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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这符合

《物权编》第３０３条关于 “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的规定。在坚持夫妻

共同财产原则上不能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不予支持的基础上，对特

别情形作为例外，准许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６．规定亲子关系确认与亲子关系否认的一般规则
原 《婚姻法》没有规定亲子关系确认和亲子关系否认制度，是立法的漏洞。《婚姻家庭编》

第１０７３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这一条文包括的内容，一是确认亲子关系，也称为非婚生子女认

领，是指生父对于非婚生子女承认为其父而领为自己子女的行为。其中任意认领，也称为自愿

认领，是生父的单独行为，无须非婚生子女或母之同意，以父的意思表示为已足；强制认领，

也叫亲之寻认，是指因被认领人对于应认领而不为认领的生父，向法院请求确定生父关系存在

的行为。强制认领适用于生父逃避认领责任而母及子女要求认领的场合，以国家进行干预，体

现了国家的强制力。父不为任意认领时，非婚生子女及其他法定代理人得据事实，诉请其父认

领。二是亲子关系否认，也叫婚生子女否认，是父或者母对推定为婚生子女的婚生性提供否定

性证据推翻该推定的证明，否定其为婚生子女的制度。否认亲子关系的前提是婚生子女推定，

即子女系生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该子女被法律推定为生母和生母之夫的子女。

即凡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分娩的子女，就直接认定为婚生子女。确定婚生子女身份不是

靠血缘关系，因此有可能出现错误，可以被客观事实所推翻。法律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婚生子

女否认之诉，推翻婚生子女推定。父或者母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婚生子女的非婚生性，即可提出

证据，向法院主张否定亲子关系。法院审查确认该子女的非婚生性的，即可否定亲子关系，父

亲与该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复存在。〔１２〕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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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参见曲超彦、裴桦：《论我国夫妻债务推定规则》，载 《求是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９１页。

参见杨立新：《物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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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４条规定。

以上对该规则的说明，参见杨立新：《家事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５－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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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离婚规定的新规则

１．规定离婚协议是双方离婚法律行为的书面依据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６条在规定离婚条件时，强调离婚双方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离婚协议

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这一

规定在学理上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民法典承认身份法律行为。身份法律行为又称亲属法律行

为，是指民事主体实施的对亲属身份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产生法律后果的民事法律行

为。〔１３〕 换言之，亲属身份行为就是自然人有意识地追求亲属身份法律后果的行为。〔１４〕 从原 《婚

姻法》不认可身份法律行为到婚姻家庭编确认身份法律行为，标志着我国亲属法律制度的进步。

２．登记离婚的夫妻双方有３０天冷静期
我国当前的离婚率偏高，对登记离婚的限制较少是原因之一。宽松的离婚政策给草率离婚

创造了机会，对维护家庭稳定，保护好子女利益不利。因而，很多人建议规定离婚冷静期，立

法予以采纳。《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７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
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

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登记离婚

冷静期，是指婚姻双方当事人协议离婚，依照法律规定，在登记离婚时留出给当事人冷静思考，

确定是否必须离婚，以减少冲动离婚、草率离婚的必要期限。〔１５〕 实行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有

利于防止冲动离婚、草率离婚，保障婚姻关系稳定，维护当事人和子女的合法权益，对社会的

良性运转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符合婚姻家庭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完善了我国的离婚制

度；二是为行政主管部门在登记离婚中适用冷静期提供了法律依据；三是防止冲动离婚，保障

婚姻的稳定，改善社会的不良风气；四是协调当事人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追求实质正义。

有人认为，对离婚自由不得加以任何限制，以冷静期限制离婚自由，违背婚姻自由原则。

离婚自由是离婚权利不受干涉、不受拘束、不受限制的状态。〔１６〕 但是，离婚不仅是婚姻双方当

事人的事，还涉及子女、亲属、家庭以及社会问题。设立登记离婚冷静期的目的，针对的是那

些冲动离婚、草率离婚特别是 “闪离”的当事人，倡导考虑清楚之后再下决心离婚。所以，规

定登记离婚冷静期并不是限制离婚自由，而是保障离婚自由的必要措施。

３．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再起诉期间为分居满一年
对于诉讼离婚，《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９条在有关离婚理由的规定中，增加了 “人民法院判

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的规定。原来在司

法实践中通行的规则是，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六个月，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

讼的，应当准予离婚。本条对这一时间增加了一倍，为一年。立法者有意增加离婚诉讼的难度，

促使冲动离婚、草率离婚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冷静下来，使离婚率有所下降，有利于稳定婚姻关

系，可以认为是诉讼离婚的冷静期。

４．离婚后自愿恢复婚姻关系应当进行结婚登记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８３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婚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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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同前注 〔６〕，林菊枝书，第１６页。

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第５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２页。

参见杨立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４页。

参见王歌雅： 《变异与矫正：离婚制度的公正抉择》，载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

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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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重新进行结婚登记。”对此，原 《婚姻法》第３５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
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从恢复婚姻关系的 “结婚登记”与 “复婚登

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复婚也是结婚，应当按照结婚登记的实质

要件与形式要件的要求，确认双方是否可以结婚。不符合结婚法律要求的，也不能恢复婚姻关系。

５．对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以及尊重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
原则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８４条特别强调，夫妻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必须遵循最有利于未
成年子女以及尊重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原则，确认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

除，子女无论由父母哪一方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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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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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离婚的直接法律后果之一，

是父母亲权的变更，而不是亲权消灭，只是没有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当事人行使亲权受

到一定的限制。未成年子女随哪一方共同生活，谁是直接抚养人，谁就是亲权人 （监护人）。即

使如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仍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享有亲权的权利，负有亲权的义务。

６．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要考虑照顾无过错方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８７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这与原 《婚姻

法》第３９条规定的主要内容相同，增加的规则是，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的分割应当考虑照顾
无过错方，对无过错方适当多分，对有过错方适当少分。

７．离婚时付出较多义务一方对对方享有补偿请求权
《婚姻家庭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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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原 《婚姻法》第４０条
规定的离婚财产补偿请求权仅限于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

情形，本条删除这一限制条件，将离婚财产补偿请求权扩展为一般性规则，使其适用范围扩大。

８．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理由增加兜底条款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９１条扩大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增加规定 “有其他重大过

错”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增加了适用的弹性，有利于救济受到损害一方的合法权

益。这种行为，首先是在主观上要有重大过错，〔１７〕 应当理解为主观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

次，在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损害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使其造成了损害。符合这样的要

求，就可以请求对方当事人承担离婚过错损害赔偿责任。

（五）有关收养的新规则

１．收养人须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９８条规定，在收养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

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３０岁的条件之上，增加了
一个新条件，即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是为保障被收养人合法权益的重

要措施。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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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重大过错”这一概念不准确，因为过失有重大过失，故意没有重大故意。所以，修饰过错不应当用

“重大”概念来表述。对重大过错的理解应当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包括一般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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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放宽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子女的条件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９９条对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子女的条件予以放宽。收养三代以

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称为 “过继”，多是本家族内的近亲属照顾无子女的近亲属，将一方的子

女送养给对方作为子女。对此不必限制过多，可以不受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送养

人为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以及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或者有配偶者违法单方收

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４０周岁以上的限制。本条改变的是，收养三代
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不再要求被收养人不满１４周岁的条件，超过１４周岁也可以收养。如
果是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除此之外，还可以不受该条第 １项关于收养人
“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规定的限制。

３．放宽收养人收养子女的数额
根据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婚姻家庭编》第１１００条规定，由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修

改为无子女的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对收养人收养子

女数量的限制，是防止收养人收养子女过多无照顾能力而损害被收养人的利益，同时也防止出

现借收养拐卖人口的情况出现。

４．收养异性子女的年龄差距应为４０周岁以上
《婚姻家庭编》第１１０２条规定，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

差４０周岁以上。原 《收养法》第９条只限制男性无配偶者收养女性子女的年龄差应当在４０岁
以上，忽略女性无配偶者收养男性子女存在的同样问题，有男女不平等之嫌。第１１０２条规定体现
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也防止女性收养人对异性被收养人的不法行为，保护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收养依法进行评估
《婚姻家庭编》第１１０５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

登记之日起成立。未办理收养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

办理登记的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订立收养协议的，可以订

立收养协议。”“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这一条文是对收养关系成立形式要件的规

定，与原 《收养法》第１５条规定相比，增加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对收养依法进行
评估的新规则。

民政部门进行收养登记，应当对要登记的收养关系进行收养评估，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

护被收养人合法权益所需要。收养评估包括收养关系当事人的收养能力评估、融合期调查和收

养后回访。收养评估的对象，是收养申请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收养申请人应当配合收

养评估开展。收养评估工作可以由收养登记机关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或者收养登记机关开展。民

政部门优先采取委托第三方方式开展收养能力评估。

二、检视：婚姻家庭编的立法亮点与规则完善的原因

（一）婚姻家庭编立法的十大亮点

在婚姻家庭编上述２４个方面修改和完善的内容中，突出的亮点有以下十个方面。
１．第一次规定亲属的基本制度
婚姻家庭编的突出亮点之一，是第一次在第１０４５条规定了亲属的基本法律制度。在１９５０年

以来的 《婚姻法》《收养法》中，都只规定结婚和离婚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来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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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定亲属制度。这与该法命名为 《婚姻法》的名称有关，原因是婚姻法并不特别关心亲属

法律制度。婚姻家庭编虽然没有对亲属制度进行详细规定，但是，确认了亲属的概念和基本类

型，确认配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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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了以配偶、血亲、姻亲构成的基本亲属体系，分为近亲属和 “远亲属”，〔１８〕 在近亲属之间发生

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亲属法律制度。这是在以往的婚姻家庭法律中从来没有明确规定的，

标志着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就是民法的亲属编。

２．第一次规定家庭成员和家庭关系建设
婚姻家庭编特别重视家庭成员的规定和家风建设，是其突出的亮点之一。婚姻家庭编不仅

明确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而且在第１０４３条专门规定树
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和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家庭是亲属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成员共同生

活的团体。无论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民族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安宁和秩序的稳定，都必须有稳固

的家庭关系提供保障。婚姻家庭编通过规定家庭成员和家风建设，实现家庭关系的稳定，为社

会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保障，让人民安居乐业，享受幸福安康的生活。

３．第一次规定亲属法律行为为民事法律行为
亲属法律行为也是民事法律行为。由于原 《婚姻法》不强调亲属制度和亲属身份权的取得、

变更、消灭的原因，因而对亲属法律行为从来没有规定过。事实上，婚姻的缔结和解除，子女

的送养和收养，无一不是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亲属法律行为，都须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达成合

意，才能发生或者解除配偶之间和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６条
规定 “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就是结婚当事人的合意；第１０４９条虽然没有规定结婚的
行为就是亲属法律行为，却规定了 “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的规则，当事人的结婚

合意须经登记方发生配偶权的法律关系。在离婚问题上，则第１０７６条更进一步明确规定，离婚
登记 “应当签订离婚协议”，“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

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这正是说明，离婚的行为是解除婚姻关系的亲属法律行

为。第１１０４条规定收养须有收养人与送养人的自愿，第１１１４条规定解除收养关系应当协议解
除，说明在收养关系中，送养方和收养方必须通过协议的方式才能够建立起收养关系，产生养

父母与养子女的身份权，解除收养关系同样如此。这些规定在亲属法律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并且是民法典总则编关于通过民事法律行为确立和解除民事法律关系规定的具体体现。

４．第一次确认身份权及身份权体系
在以往的婚姻法律制度中，从来没有强调过亲属法律关系中的身份权，都是在民法理论中

强调人身权中包含人格权和身份权，认为人格权与身份权共同构成人身权利体系。〔１９〕 但是，原

《婚姻法》并不强调甚至完全不提身份权。随着民法典把婚姻家庭法纳入其中，成为民法的组成

部分，就必须确认身份权为民事权利的类型之一。民法典确认身份权的过程是：第一，２０１７年
《民法总则》通过第１１２条关于 “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

定，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身份权的概念，但是，确认亲属法律关系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是人身权利，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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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法律没有规定 “远亲属”的概念，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相对于近亲属而言，即近亲属以外的其他

亲属，但须为五代以内的亲属。

郭明瑞：《人格、身份与人格权人身权之关系———兼论人身权的发展》，载 《法学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１

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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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身权利除了人格权，就是身份权，等于宣告了我国身份权的概念。〔２０〕 第二，《民法典人格

权编》第１００１条第一次明确使用 “身份权利”的概念，开启了我国民法使用身份权的先河。第

三，在婚姻家庭编，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身份权以及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的具体身份权概念，

但是，在该编第三章 “家庭关系”的第一节规定 “夫妻关系”，规定的就是配偶权，第二节规定

的 “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就是规定的亲权和亲属权。民法典通过以上这些方法，

完整地规定了亲属关系的身份权制度，以及由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构成的身份权体系。

５．第一次规定夫妻共同亲权原则
共同亲权原则是亲权的基本规则，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享有亲权，行使亲权必须由夫妻共同

行使。即使离婚后父母一方不能直接行使亲权，也仍然享有亲权，仍然须由夫妻共同行使亲权。

原 《婚姻法》对共同亲权原则没有明确规定。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亲权，首先是 《总则编》

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表达了共同亲权原则的基

本要求；其次是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５８条进一步规定这一原则，确立了共同亲权原则的具体规则。
６．第一次规定家事代理权
我国 《婚姻法》７０年来没有规定家事代理权，没有明确在夫妻之间因家事方面有代理对方

行使权利的权利。这是立法疏漏，会使夫妻一方因家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可能由于另一方表

示不同意，而使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对该民事法律行为相对人的权益受到损害。

一些法院在司法实践依据法理逐步承认家事代理权，以解决这种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司

法解释予以确认。〔２１〕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６０条规定了家事代理权，弥补了这一立法疏漏，完善
了配偶权的支分身份权内容，〔２２〕 是立法的一大亮点。

７．第一次规范夫妻共同债务
在夫妻财产关系中，最难处理的是夫妻共同债务问题。１９８０年 《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

作了一般性规定，没有规定具体规则，在实践中存在较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

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规则，〔２３〕 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妇女界的反对声音比较强烈，甚至

组织团体，反对 “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第２４条。最高人民法院两次进行补充解释，才基本
平息了反对意见。在编纂民法典中，各界也普遍要求婚姻家庭编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则，故

在婚姻家庭编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加进了现在的第１０６４条，借鉴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则，基本上解
决了这个问题，也成为婚姻家庭编立法的一大亮点。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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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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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立新：《中国民法总则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９６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１７条规定：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

‘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

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

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家事代理权是配偶权的支分身份权，身份权的具体内容通常称之为支分身份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２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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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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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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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第一次规定亲子关系确认和否认
原 《婚姻法》专注于对夫妻关系的调整而忽视对其他亲属法律关系的调整，因而在亲子关

系中出现较多的立法缺漏，不能满足实际生活的需要。例如，对婚生子女推定、婚生子女否认、

非婚生子女认领和非婚生子女准正等亲子关系规则，都没有规定，当出现这些纠纷时缺少解决

的规则，司法解释也没有相应规定，〔２４〕 直至今日，这些规则仍然在我国民法领域中显得很陌

生。《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３条规定了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的规则，弥补了亲子关系中的制度
缺漏，是婚姻家庭编的一大立法亮点。

９．第一次规定离婚冷静期
鉴于我国离婚数量和离婚率不断增高，影响家庭关系稳定，婚姻家庭编采取冷静期的立法

措施进行适当限制。《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７条规定了登记离婚的冷静期制度。第１０７９条规定，
在诉讼离婚中，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将原来在实践中掌握的又分居６个月后再次提出离婚诉
讼一般判决离婚的做法，明确规定 “双方又分居满一年的，一方再次提出离婚诉讼的”，才准予

离婚。由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的两个冷静期构成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将会比较有效地控制离婚

数量和离婚率的不断攀高，也是婚姻家庭编的立法亮点之一。

１０．第一次规定身份权请求权为身份权保护方法
婚姻家庭编规定了身份权，包括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身份权是具有对内和对外两种不

同内容的民事权利，对内是相对的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表现为身份权的相对性；对外是

其他任何民事主体对身份权负有的不可侵义务，表现为身份权的绝对性。〔２５〕 无论是身份权的对

内关系的义务人，还是对外关系的义务人，违反法定义务，使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都产生

身份权请求权，使权利人依据该请求权保护自己的权利。〔２６〕 原 《婚姻法》没有规定过身份权请

求权，形成立法缺漏。〔２７〕 当身份关系的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缺少明确的救济方法，只能依靠

侵权法的救济，形成了对身份权保护不周的问题。民法典第１００１条确立了身份权请求权的救济
方法，只是没有规定在婚姻家庭编中，而是规定在人格权编中，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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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在身份权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权

利人可以依照这一规定，行使身份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使我国民事权利保护请

求权的体系得以完善。〔２８〕

（二）婚姻家庭编完善亲属规则成功的主要原因

编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亲属规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和完善，是比较成功的。归纳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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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对于现实存在的这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曾经就其程序问题，例如否认亲子关系的证据

取得，作过相应的规定。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２条规定：“夫妻一

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

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

方的主张成立。”

这种权利笔者称为具有相对性的绝对权，参见同前注 〔２０〕，杨立新书，第５６５页。

参见杨立新、袁雪石：《论身份权请求权》，载 《法律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５４页。

同上注，第５３页。

参见杨立新、曹艳春：《论民事权利保护的请求权体系及其内部关系》，载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

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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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主要原因是：

第一，立法关注民生。我国民法典突出人文主义立法思想，突出人性化的私法规则，最重

要的就是要关注民生，规定好广大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亲属法律制度，使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

明确，身份地位分明，婚姻家庭关系和睦，更好地进行生活和建设。婚姻家庭编就是直接关系

民生的亲属关系法，更要突出人文主义立法思想。立法者通过对我国亲属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

善，体现的正是关注民生，保证人民幸福、和谐生活的立法意旨。

第二，婚姻法回归民法。我国的婚姻法脱离民法而自立门户已经７０年了，存在的最大问
题，就在于使亲属法脱离了民法规则的约束，愈加突出其社会性而消减其私法性，以社会法的

面貌向脱离私法轨道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婚姻家庭法就是亲属法，就是民法的身份权法，调

整的是自然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当然是民法典的组成部分。通过编纂民法典，实现了婚姻法回

归民法的立法目的，使婚姻家庭法归位于民法典的亲属法。正是在民法亲属法的基本属性的确

认下，婚姻家庭编的规则才更加私法化，突出了私法自治的原则，着重于亲属法规则的建设，

强调了对身份权保护的基本方法，实现了婚姻家庭法的私法化。

第三，完善亲属法律制度。自１９５０年以来，《婚姻法》突出的是对婚姻制度的规范，并非
全面规范亲属关系的法律，因而亲属制度的残缺是不可避免、且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诚然，

婚姻制度是亲属制度的重要部分，但却不是亲属制度的全部。婚姻家庭法即亲属法所要规范的，

是基于婚姻制度而产生的全部亲属法律关系。婚姻家庭编在编纂过程中，比较突出了完善制度

的要求，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补充亲属制度的立法不足，例如亲属概念、婚生子女确认和否认、

家事代理权等，使我国亲属制度有了较大程度的完善，取得了亲属法立法的重要进展。

第四，追求亲属关系稳定。亲属法律制度关乎所有的家庭和人口的现在和将来的生活秩序，

因而对制度稳定的要求是必须的。所以，对亲属法律制度的改变须取谨慎、稳妥的态度。婚姻

家庭编的编纂遵循这一要求，谨慎从事，没有贸然作出过大的改动，维持基本制度的稳定性。

三、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定的亲属法规则的司法操作

婚姻家庭编对完善我国亲属法规则有了重大进展，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不过，也存在规定

比较原则、缺少具体规范、欠缺一些亲属法律制度的不足。因此，在司法操作中适用婚姻家庭

编的时候，应当准确理解法律规定，正确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即亲属关系。

（一）适用婚姻家庭编亲属法规则的司法操作指导思想

在司法操作中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应当遵守以下指导思想：

第一，明确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亲属法的基本属性是私法。婚姻家庭法就是亲属法，不论

是配偶，还是其他家庭成员以及近亲属的相互之间，法律要确定的是他们相互之间的身份地位

以及权利义务关系。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份地位要规范，其他近亲属之间的身份地位和权

利义务关系也要明确，接受法律规范的规制。在司法操作中，必须明确婚姻家庭编的亲属法基

本属性是私法，而不是社会法。由于婚姻法长期脱离民法而作为法律的独立部门，逐渐形成了

社会法的偏向，是应当纠正的。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似乎问题不大，因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一直是由民事审判庭主管，法官受理论上的影响并不大。在理论上和对法官的培养上，应当加

强这一指导思想的养成，坚定亲属法的私法信念，摆脱社会法的影响。

第二，明确亲属法律规则的核心是身份权。婚姻家庭法就是亲属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基本内容就是规定亲属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规定身份权，规定身份权的内容，规定身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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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权的保护方法。身份权概括的是特定亲属之间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是贯穿亲属法的

核心概念，也是婚姻家庭法的全部内容。《民法典总则编》第１２２条关于 “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

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说的就是身份权。《人格权编》第１００１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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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文明确使用了身

份权利的概念。长期以来，婚姻法学界通常不使用身份权的概念，只是近年来才逐渐使用，且不普

遍。应当看到的是，民法典是以民事权利为核心的法律，人格权、物权、债权、继承权分别是人格

权编、物权编、合同编、继承编的核心，尽管婚姻家庭编没有以身份权为编名，但是，在实际上

就是身份权编，调整的就是亲属身份关系。在司法操作中，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定的亲属法规则，

应当突出身份权的概念，以身份权为核心，贯穿法律适用的过程，保护好亲属之间的身份权。

第三，明确婚姻家庭编原则规定的具体适用办法。在司法操作中必须看到，婚姻家庭编规

定的一些亲属法规则都比较原则，需要有具体的操作规则。例如第１０４５条第１款规定的亲属类
型，第１０６０条规定的家事代理权，第１０７３条规定的亲子关系确认否认规则等，都只作了原则性
规定，缺少具体的操作规则。对于类似的规定，在司法操作中，一是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应当

勇于应对，以习惯或者法理为基础，作出判决；二是积累审判经验，及时总结；三是在成熟时

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统一适用法律的尺度和规则。对于这些问题，应当特别重视法

理的支持，在原 《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３０多年里，如果没有法理的支持，仅仅靠其１５６个条
文，如何能够实现对所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呢？对此，各级法院都应当特别在意。

第四，明确规范亲属法律关系须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亲属法律制度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

解决好时代发展带来的亲属关系问题，不能躲避和拒绝新出现的亲属法律问题。对于时代发展

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亲属法的新问题，应当依据亲属法的原理和基本规则，作出科学的认定，

解决实际问题，对自然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依据法律作出判定，防止侵害自然人身份利益

的问题。例如，对人工生殖医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是时代发展

的产物，也应由法律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身份地位，有过明确的司

法解释，正确认定其身份地位，保护了这些子女的合法权益。〔２９〕 不过，在有的法院的判决中，

对通过代孕的人工生殖技术所生子女的身份地位，却违反司法解释的精神，作出了 “属于继父

母子女关系”的判定，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３０〕 这是违反亲属法基本原理的。在适用婚姻

家庭编的亲属法规则时，应当顺应发展需求，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第五，明确适用亲属法律规则须满足亲属关系的需求。私法规则是对社会生活规则的概括，

主要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亲属法更是如此，是把社会生活中亲属生活关系的规则加以概

括，上升为亲属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则，而不是想当然或者按照一个预设的框架进行编造。立法

的要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３１〕 司法也应当如此，将法律规定的原则贯彻在司法实

践之中。在婚姻家庭编的法律适用中，对同居等社会实际问题，尽管立法没有规定，但是司法

·３０２·

杨立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完善我国亲属制度的成果与司法操作　

〔２９〕

〔３０〕

〔３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认为：“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

用 《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参见杨立新：《如何确认代孕所生子女的亲属身份》，载 《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１日，第ＡＡ１８版。

参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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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管，应当有解决实际纠纷的具体办法，而不是放任纠纷发展，酿成严重后果。

（二）适用婚姻家庭编亲属法规则的司法操作具体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定的亲属法规则，应当说明的问题很多，本文仅就以下８
个问题提出具体看法。

１．正确理解家庭的民法地位
在亲属法律关系中，家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民法典突出家庭

的地位，把规定亲属法规则的这一编称为 “婚姻家庭”编；在总则编和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

的条文中，都规定 “因婚姻家庭关系产生的人身权利”“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

护”和 “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在婚姻家庭编的 “一般规定”中，特别规定

第１０４３条第１款，强调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第１０４５条规定家庭
成员的概念。有欠缺的是，在婚姻家庭编的规范中，没有规定 “家庭”和 “家”的概念，使民

法典有关家庭的规范没有准确的概念依附，缺少有关家庭的法律规则，例如家庭成员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家庭议事、分家等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应当特别看到家庭在婚姻家庭

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是近亲属共同生活的亲属单位，在司法操作中维护家庭的地位和稳定；另

一方面，则是对家庭关系出现的问题，采用习惯和法理，用民主的方法处理家庭纠纷，使家庭

的地位更稳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和睦，使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

建设的要求落到实处。

２．正确适用亲属基本制度的具体应用规则
婚姻家庭编规定了亲属的基本制度，确定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固然是我国婚姻家

庭编的立法亮点，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没有对基本的亲属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在应对亲属关

系出现的具体问题上，需要具体规则作为补充。在司法操作中，一方面应当看到，我国近亲属

制实行的世代亲不能准确反映亲属关系的远近亲疏，局限了亲属之间产生权利义务的范围，使

超出三代的直系血亲都不具有法定的亲属权利义务关系，如四世同堂的曾祖父母、曾外祖父母

与曾孙子女、曾外孙子女之间竟然不是近亲属，不存在亲属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民群众对亲

属关系的认知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应当对亲属制度用习惯和法理作为补充，特别是关于亲等、

亲系等亲属基本规则应当掌握好，完善亲属基本制度的知识储备，为准确适用婚姻家庭编规定

的亲属规则打牢执法基础。例如，对于四世同堂的曾祖父母、曾外祖父母与曾孙子女、曾外孙

子女之间，虽然不是法律上的近亲属，但却是关系最密切的亲属。当他们之间因权利义务发生

纠纷时，应当比照近亲属和家庭成员的规定，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因为法律

没有规定而无法处理，推出门不管。

３．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规则须妥善保护债权人的债权
对夫妻共同债务，婚姻家庭编借鉴司法解释的内容，在第１０６４条规定了对婚姻当事人有利

的认定规则，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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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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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认定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将否定这一认定的举证

责任加给债权人，不能承担举证责任的，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保护夫妻未共同举债主

张的一方显然十分有利，而对债权人的债权保护明显不利。在立法过程中，笔者和其他部分立

法专家都不建议在民法典中对此作出规定，将其放在司法实践中解决比较稳妥。不过，婚姻家

庭编既然已经作出了这样的规范，当然应当适用，只是在司法操作中应当注意这个问题，保护

好夫妻债务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能有太大的偏差，否则，不仅对私人借贷会造成影响，也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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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金融机构的借贷增加压力，造成融资困难，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４．确认亲子关系或者否认亲子关系的具体规则适用
原 《婚姻法》从来没有规定过亲子关系认定和否认规则，似乎我国亲子关系不存在这些问

题而无须规定，司法解释也仅仅规定了一些程序问题，没有规定实体上的规则。〔３２〕 在实际生活

中，这样的问题大量存在，需要法律调整。婚姻家庭编增加规定了亲子关系的确认和否认的一般规

则，是很大的进步，只是这个规则是一个体系，是以婚生子女推定为前提，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

系统，包括非婚生子女认领、婚生子女否认、非婚生子女准正等规范，才能够解决好这些纠纷。

第一，应当确立亲子关系确认和否认的必要前提，即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

女，则推定丈夫为其父亲”〔３３〕 的规则，母亲与子女的亲子关系依据出生的事实证明；父亲与子

女的亲子关系只能推定，当提出否认亲子关系的时候，才需要举证证明，例如用ＤＮＡ方法鉴定。
没有父之推定的规则，无法建立亲子关系确认和否认规则。

第二，亲子关系确认，是指传统民法的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亲子关系否认，是指传统民法的

婚生子女否认制度。这些情形在传统民法中都有成熟的规则。《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３条的规定，父
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的确认或者否认的权利，只是一般性规定，需要具体规则才能操作。这些

应当通过实践，借鉴习惯和法理，积累经验，形成具体的操作规范，补充立法规定的规则不足。

第三，对于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制度，第１０７３条内容无法涵盖，但也是确实存在的。例如，
在男女双方未建立婚姻关系时怀孕生育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当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该非

婚生子女成为婚生子女，即为准正。我国事实婚姻关系存在较多，事实婚姻关系当事人生育的

子女，由于不承认事实婚姻而被认定为非婚生子女，当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之后，该子女即准

正为婚生子女。好在我国亲属法并不认真区分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的界限，其亲子关系的内

容也没有原则的区别，因此，在司法操作上，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需要建立这种观念，不

得歧视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地位。

５．正确认定人工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法定地位
如前所述，在亲子关系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利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

问题。这关系到这些子女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

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决定通过人工授精技术生育的子女为婚生子女，是正确的，在实践中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通过代孕方法生育的子女究竟是何种法律地

位，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立法也没有规定。在这个问题上，对于司法操作而言，最大的障碍是

行政规章中规定的禁止代孕的规定，〔３４〕 有的法院对此受到限制，作出认定代孕所生子女为继父

母子女关系的判决，〔３５〕 损害了代孕所生子女的身份地位；也有的法院认为这一行政规章是对医

·５０２·

杨立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完善我国亲属制度的成果与司法操作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２条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

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

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瑞士民法典》第２５５条第１款，见 《瑞士民法典》，于海涌、赵希璇译，唐伟玲校，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８７页。

《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３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

技术。”

这个案例参见同前注 〔３０〕，杨立新文，第ＡＡ１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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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的规范，法院裁判不受其拘束。〔３６〕 既然婚姻家庭编对此没有规定，法院应当依照司法解

释的规定精神，认定通过代孕已经出生的子女为婚生子女。理由是，既然妻子通过人工授精技

术接受他人的精子怀孕所生子女为婚生子女，那么，利用他人的卵子和身体所生的子女，当然

也应当认定为婚生子女。否则，将会出现亲属关系混乱的后果。

６．适用登记离婚冷静期规则的特别要求
婚姻家庭编规定的登记离婚冷静期制度，是一个新规则，主要是对登记离婚的要求，针对

的是婚姻登记机构的法律适用，原则上不涉及法院的司法问题。

婚姻家庭编规定的登记离婚冷静期，规则比较简单、单一，虽然容易操作，但是存在特殊

情况，需要处理。主要的表现是，只规定了冷静期的两个３０天，即申请登记之日起３０天，以及
前一个３０天即规定期间届满后的３０天。前一个３０天是冷静期，后一个３０天是亲自领取离婚证
的期间。存在的特殊情况是，对特殊的不能适用冷静期的情形应当不受冷静期的限制，否则，

会导致不利后果出现。〔３７〕 例如，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好容易达成离婚协议，由于存在冷静

期而不能马上登记离婚，在冷静期中一方继续实施家庭暴力，或者反悔而不同意离婚，使弱势

一方当事人继续遭受侵害而不能解脱。对此，应当借鉴韩国的做法，对特殊情形，即 “因暴力

将会对当事人一方造成无法忍受的痛苦等应予离婚的紧急情形”的时候，可以缩短或者免除冷

静期 （熟虑期）的期间。〔３８〕

７．对同居关系的法律调整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同居已经形成比较普遍的两性结合方式，既包括青年男

女之间的未婚同居，也包括丧偶老年人之间的同居，并不只是在个别地区和为个别人所接受，

也不是在整个社会还远未形成共识，反而是社会基本接受的两性结合状态。社会生活的现状就

在客观上存在，法律承认与不承认都不能改变这一现实。认为法律上对同居制度予以认可的话，

将会对现行的婚姻登记制度形成较大的冲击，且考虑未婚同居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比如财产分

割、抚养权等，对大多数的问题现在有不同意见，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从目前情况看，法律

上明确规定同居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３９〕 理由都不充分。《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４２条第２款

·６０２·

清华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锡民终字第０１２３５号。参见杨立新：《一份标志人伦与情理

胜诉的民事判决———人的体外胚胎权属争议案二审判决释评》，载 《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４８－５５页。

参见杨立新、蒋晓华：《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离婚冷静期的立法评估》，载 《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４１页。

《韩国民法典》第８３６条之二规定：“１．欲协议离婚者应得到家庭法院提供的离婚咨询，必要时家庭

法院可劝当事人接受具备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咨询员的咨询。２．向家庭法院申请确认离婚意思的当事人，自接受

第１款咨询之日起经过以下各项期间后，得到离婚意思的确认：（１）有需要抚养的人时 （包括胎内的子女，以

下本条亦同）为三个月；（２）不符合第一项时为一个月。３．因暴力将会对当事人一方造成无法忍受的痛苦等

应予离婚的紧急情形，家庭法院可缩短或免除第２项的期间。４．有需扶养的人时，当事人应出具第８３７条所定

的子女协议书及第９０９条第４款所定的子女的亲权人决定协议书，或第８３７条及第９０９条第４款所定的家庭法院

的审判正本。５．家庭法院应当制作确认当事人关于抚养费内容的承担抚养费协议。承担抚养费协议准用 《家事

诉讼法》第４１条。”参见 《韩国民法典》第８３６条的内容，前四项见 《韩国民法典———朝鲜民法》，金玉珍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９页；后一项根据 《韩国民法典 （韩文版）》翻译。

全国人大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称法律上规定同居制度时机还不成熟。参见 《“夫妻共债”有何新规？

“未婚同居”能否入法？———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回应立法热点问题》，载 《中国妇女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１

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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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并没有禁止无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因而，同居是不违

反法律的行为。问题在于，法律应当对同居者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所生子女、财产纠纷等如

何处理作出规范，使这些纠纷出现时，能够有法律规则进行调整，而不是一律推给法院自己去

处理，而法院又推脱不管，就使这些青年同居者和老年同居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对同居问题虽然无法依据婚姻家庭编的规定确认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是，应当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他们同居期间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应当受到尊重，尽管为非

婚生子女，根据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１条关于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的规定，应当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权利。第二，虽然同居男

女之间没有身份权，但是，非婚生子女对父和对母均享有亲权，且对父和母的近亲属产生身份

权，有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解除同居关系后，子女的身份权不消灭，双方都对子女负有抚

养义务。第三，同居男女在同居期间的财产不能适用共同共有的夫妻共有财产制，在没有约定

的情况下，应当为按份共有，当解除同居关系时发生财产纠纷时，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的应当界定为按份共有，无法确定具体份额的，为各占一半的份额。

８．如何对待同性性伴侣发生的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同性恋者绝不在少数。尽管婚姻家庭编没有对同性性伴侣或者同性

婚姻作出规定，不承认同性性结合的法律地位，但是，在司法操作上，依照法律不能认定同性

恋者的同居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能够做到的是：第一，不能侵害同性恋者的权利，例如不能认

为他们或者她们的结合是非法结合；第二，一旦他们或者她们领养了或者自己通过人工生殖技

术生育了孩子，应当认为是非婚生子女，适用 《婚姻家庭编》第１０７１条规定，保障这些子女的
地位和权利；第三，对于同性恋者的正当权利诉求，应当予以保障。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我

国原卫生部都确认同性恋不是病，不得对同性恋者实施治疗行为。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原告

关于为同性恋者进行治疗的歧视案件，依法予以处理，保护了同性恋者的合法权益，〔４０〕 就是一

个比较好的案例，值得肯定。

四、结　语

婚姻家庭编在规定亲属法律制度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很多重要的修改，使我国的亲属法

律制度有了相当程度的完善。这对于加强家庭家风建设，确认和保护身份权利，依法调整亲属

法律关系，维护我国的亲属法律制度，建立和谐的亲属法律关系，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法律适用中，应当统一司法操作的指导思想，坚持亲属法的私法属

性，完善亲属法律制度，对法律的原则性规定依照习惯和法理予以补充，顺应社会和时代的发

展，满足社会和当事人的实际需求，保障婚姻家庭编的正确实施，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维护我

国的亲属法律秩序。

·７０２·

杨立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完善我国亲属制度的成果与司法操作　

〔４０〕 参见杨立新、吴烨：《为同性恋者治疗的人格尊严侵权责任———兼论搜索引擎为同性恋者治疗宣传的

虚假广告责任》，载 《江汉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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