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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救济制度的辨析与重构
龙翼飞
摘要

侯

方*

离婚救济制度涉及离婚后夫妻双方关于利益分配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离婚救济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
梳

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历史沿革，
剖析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救济制度的缺陷，
重新对离婚救济制度进行界定及重构，
尝试建立离婚扶养金给付规则和扶养金给付数额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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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婚救济制度的重新界定

害赔偿与当事人的过错联系紧密。 扶养金的价值取向则

所谓救济，指用金钱或物资帮助生活困难的人。 离

是借助夫妻扶养关系的延续实现对因离婚而陷入生活

婚救济制度的确立也是为了消除离婚当事人中经济状

苦难的原夫妻一方的救助，它体现社会公平，有很强的

况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生活顾虑， 保障其离婚后能够

道德意味，贯彻的是义务人的无过错责任，不以惩罚为

维持与离婚时相应的生活而设立的专项救济制度。

目的，此观点在我国的民事判决中已有所体现。 原告陈

一般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救济制度共有

永红诉被告孙合良离婚纠纷一案中，人民法院对原告请

三种类型，即离婚财产分割、离婚过错损害给付、离婚扶

求被告支付生活帮助费10000元予以支持，对被告有“第

养给付。 这三项制度的立法目的相似，都是为了免除因

三者”而请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未支持，说明离

离婚后造成的当事人权利和利益上的缺失，以保障双方

婚扶养救济不以当事人过错为前提，其体现的是对因离

特别是经济状况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离婚后维持相应

婚而生活困难一方的扶养救济。

〔1〕

的生活。 就多数国家立法而言，离婚财产分割与离婚扶

（二）离婚财产分割并不能体现出救济原则

养给付同属无过错救济，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离婚财产

离婚时财产的分割，不仅包括金钱，更多的还有实

分割通常是第一位的，在分得的财产不足以维持当事人

物上的分割，这些实物的分割应当体现出照顾子女和女

一方的正常生活或分割财产尚不能彰显公平时，才可以

方的权益，这和离婚时对于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分割

行使扶养给付请求权。 笔者认为，离婚财产分割与离婚

应当遵循更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原则是一样的道理。 如

过错损害给付并不能纳入到离婚救济制度当中。

在分割财产时，应考虑到对一方工作、职业需要的工具、

（一）三种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同

图书，应当分割给需要的一方，对有特殊价值的财产，分

财产分割、离婚损害赔偿与扶养金虽然都对夫妻在

割时应考虑其来源，对共同经营、承包的项目，应分割给

婚姻中的贡献大小、 维护妇女子女权益等方面加以考

有经营经验和有能力的一方，对生活必需品进行的分割

虑，但三者的价值取向不同。 财产分割的价值在于理清

时，要考虑当事人、子女的实际需要。 〔2〕财产分割方面，体

夫妻人身关系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要明

现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是合理的。 但《婚姻法》第

晰双方财产界限， 这既是夫妻人身关系解除的必然结

47条对在离婚时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

果，也是为夫妻人身关系解除创造物质条件。 各国立法

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的规定似乎并不合理。

已逐渐确立了财产分割非过错化原则，即财产分割不与

财产分割只是为了确认财产归属，即便当事人一方有上

当事人过错挂钩。 离婚损害赔偿的价值在于填补损害，

述行为，法律只要能恢复财产的应然状态，填补受害人

这一价值直接导源于侵权损害赔偿的填补功能。 离婚损

的损失就可以了，受到少分或不分的惩罚不但过于严厉

* 龙翼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侯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 〕参见湖南株州县人民法院（2011 ）株县法民一初字第 227 号民事判决书。
〔2 〕夏吟兰主编：《民法学·卷五·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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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与民法法理不符。
笔者认为只有实行夫妻分产制才需要在离婚财产
分割时体现劳务补偿。 原因在于，若实行夫妻共产制，

被告承担， 原告能在国际国内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奖
牌，是与被告对其支持和照顾分不开的，因此认为奖牌

17块，被告应分得一半。

〔3〕

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不同， 双方可以说是某种层面上

笔者认为，对于证书、执照、学位等，应区分两种情

的“共同协作”之关系，那么任何一方创造出来的收益

况：第一，若该证书、执照没有人身依附性的话，如工商

都由两人共同享有。 若一方认为其既工作，又作家务的

营业执照、某种特许经营许可证，甚至诸如北京地区的

话，另一方也会认为，其除了工作，也承担了部分家务，

车牌号等，其财产性利益也非常大，其应当按夫妻共同

也照顾了老人和儿童， 甚至还需要有其它除了家务之

财产来进行分割；第二，若人身附加性非常明显的学位

外的额外的付出， 那么这些除了工作之外的额外的付

证、执照等，显然无法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时，

出到底如何分配其比例， 便像是一道永远无法得出正

则可以适用离婚扶养制度来保障对方的类似于可期待

确结论的方程式，着实是庸人自扰。

利益性质的权利，但适用离婚扶养制度也仍应符合一定

在财产分割方面，目前也出现了一些依附于夫妻一

的前提条件才可，如生活困难等，详见后文。

方人身的权益，如学历证书，执业证书，一方的社会地

（三）离婚损害赔偿应作侵权规定

位、职务、人际关系、社会影响力等等类似的无形资产。

离 婚 损 害 赔 偿 制 度 是 2001 年 婚 姻 法 修 正 案 的 亮

这些资产对一个人的未来的财富创造起着关键作用，但

点，但是在实践中却遭遇了尴尬的境地，真正在司法实

是这种收入能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夫妻另一

践中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例很少。 按照《姻婚法》第

方的努力，她（他）可能在他（她）还是一个法学院或医学

46条规定，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 4 种情形有：

院的学生时就因为全力支持他（她）而自己却放弃了通

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

过高级培训以提高收入能力的机会。 由于资助他（她）受

家庭成员。

教育，她（他）自己在承担了机会成本的同时却提高了对

笔者认为，重婚、轻伤害案，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方的收入能力。 这种收入能力，并不会由于离婚而丧失，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都属于刑事案件的自诉范围；若证

婚姻相对方也不可能基于离婚财产分割制度而获取。 在

据充分，往往无过错一方提出刑事立案，以期在赔偿中

这种情况下，对家庭内部做出贡献较大一方的利益便没

获得更加有利有地位；若证据不确实、充分，则在离婚

有得到充分救济，一旦离婚，便意味着今后由于自身缺

诉讼中法官也很难支持这一诉讼请求。 特别是家庭暴

乏这种收入能力而无法保持结婚时的生活水平。 那么，

力还包括“冷暴力”，冷暴力的取证问题更是无从解决。

对于执照、学位、就业能力、社会地位等，究竟如何对待？

对于夫妻忠实义务， 婚姻立法上经历了仅仅要求

以美国为例，美国绝大多数州法院都认为执照和学位不

妻子的贞操义务到对妻严、对夫宽的贞操义务。 如1804

是财产，因此也不是婚姻财产，只有纽约州在判例中确

年《法国民法典》第229 条、230 条规定，夫得以妻与他人

认执照、学位是婚姻财产，应当予以分割。 但其它法院会

通奸为由诉请离婚，而妻只能以夫与他人通奸，并在婚

对没有执照、学位的一方在离婚时予以一定的补偿或为

姻住所姘居为由诉请离婚。 随着社会的发展，又发展到

其提供扶养费。

夫妻互负忠实义务， 〔4〕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某诉被告郑某离婚财

国家不再规定夫妻忠实义务。 如英国 1969 年离婚改革

产分割一案，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参加运动会所

法删除了通奸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仅把一方与他

得奖牌能否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做出过认定。 该案中，被

人通奸视规定为证明婚姻关系破裂的法定情形之一。 〔5〕

告提出婚后家务活、 带孩子以及原告的生活起居都由

美国在 1976 年之后， 实务上认为要已婚者因与他人有

〔3 〕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 年第 2 期（总第 42 期）。
〔4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 212 条；《瑞士民法典》第 159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143 条。
〔5 〕参见《英国离婚改革法》（1969 年），丁保庆译，载任国均、王瑞华选编：《外国婚姻家庭 法 资 料选 编 》（上 ），中国 政 法 大学 民 法 教
研室 1984 年 1 月编印。
Journal of Law Application

33

法学论坛

自然的、 自发的性关系而负责任， 已非国家所关心之

将从中受益。 如果人们对婚姻之中的付出与其所回报不

事，甚至认为此种损害赔偿之请求，是侵害个人基于自

成比例，常常是投入多，回报少；投入越多，回报越小，个

然合意性关系的隐私权。

我国《婚姻法》第4条对夫妻

体自然就会减少对婚姻的投入， 从而导致婚姻的不稳

应当互相忠实的规定，仅仅是个导向性宣言。 《婚姻法

定。 当婚姻关系破裂或被破坏而中止时，原先的投入可

司法解释一》第3 条规定，仅以《婚姻法》第 4 条为依据提

能得不到预期的回报，付出与收益之间不能衡平，这可

起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

能产生不公平。 婚姻法律应充分考虑种种可能性，通过

〔6〕

（四）离婚扶养制度体现了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目的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两种离婚救济模式，分别是

相应的制度设计，减少和预防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三、我国离婚扶养制度的历史发展

《婚姻法》第40 条规定的家务劳动补偿和《婚姻法》第 42

我国自西周时期， 在解决婚姻关系方面开始形成

条规定的经济帮助制度。 《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

一套完整的制度，即所谓“七出三不去”。 “七出三不去”

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以约

的原则，自汉代开始入律，不再局限于“礼”的范畴，为

定分产制为前提），一方因扶养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

后世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三不去”其中之一为“有所取

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

无所归，不去”，是指“妇被出时，家中父母不在，并无归

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

处，则不得而出之”。 由此可以看出，通常情况下妇女被

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

休之后由自己家中的父母扶养， 前夫无需承担扶养的

给予适当帮助。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1条规定，一方

义务， 家中父母双亡的情况下， 则禁止婚姻关系的解

所称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

除，以保证该妇女的生活。 此处的规定即为对婚姻关系

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或者没有住处。

解除的一方生活问题进行关注的最早规定， 学者通常

二、离婚扶养给付制度的理论依据

把其作为我国的离婚后扶养制度的源起。

无论对于国家或社会，还是对于个人，婚姻都是一

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我国建立离婚扶养制度有着深

种利益，而且是重大利益。 婚姻作为一种利益必然有成
本投入。 与某个特定人结婚的决定，“它意味着成本与付
出”。

婚姻的成本是多方面的，包括时间、金钱、机会、管

〔7〕

理、情感、精神乃至于人生。在寻觅适当配偶的过程中，会

笔者认为，

〔9〕

厚的历史渊源，且为社会一般公众所接受。
到了近代社会，根据已搜集到的史料，我国的婚姻
立法中关于离婚扶养制度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
过程。 以下便做一个简要的说明及比较。

失去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另一方面，在已建立婚姻关系

1930年民法第1057条规定： 夫妻无过失之一方，因

的情况下“很难再去寻找其它机会，这种‘牺牲’也是现有

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他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予

关系的潜在成本”。

当事人在投入某桩具体婚姻时，需

相当之赡养费。 请求获得离婚后扶养的条件有二个，其

要放弃其他很多方面的机会。 丈夫可能要用几年时间照

一为请求方无过失且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其二

顾生病的妻子，使其康复；妻子也有可能需要努力工作，

为被请求方有条件给付。 该规定一直为我国台湾地区民

支持丈夫攻读学位或者他们还要时不时地拒绝自己的

法所沿用。 民国时期较之清末立法，由有过失的男子一

追求者。 这些投资包括许多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

方承担变更为无过失双方亦应承担，请求条件为判决离

〔8〕

虽然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投入都是自愿的，但必须
注意到，这种自愿是有前提的，即一方利益的投入和付
出不仅意味着为婚姻的投入与付出，而且也意味着自己

婚后会陷于生活困难即可认定为需要扶养，且无明确期
限规定，除非义务人丧失或减少负担能力。
新中国成立前， 革命根据地的离婚扶养制度有一

〔6 〕林秀雄：《家族法论集（二）》，汉兴书局有限公司 1995 年版，第 184 页。
〔7 〕［美］劳 埃 德·R·科 恩 ：“婚 姻：长 期 的 契约 ”，载 ［英 ］安东 尼·W·丹 尼斯 ，罗 伯 特·罗 森 编 ：《结婚 与 离 婚的 法 经 济 学 分 析 》，王 世
贤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8 〕同上注，第 69 页。
〔9 〕张学军：《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4-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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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变化过程。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增

婚时已经存在。 如果困难出现在离婚后，困难方不得要

加了离婚扶养的期限，即离婚后，男子须承担扶养义务

求经济帮助。三是提供帮助的一方需有负担能力。经济

直至女子再行结婚时为止， 扶养方式明确为有偿提供

帮助的存在以帮助方有经济能力为前提， 帮助方在力

住房，代种田地，维持生活等。

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帮助， 具体的实施方式分为一次

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较之 1931 年则

性帮助、长期性帮助、以住房或者其他个人财产实施帮

缩小了离婚扶养制度的适用范围， 即增加了请求权人

助等。 同时，关于离婚经济帮助，我国法律也承认在当

适用扶养的条件和限缩了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条件，并

事人之间可以自行达成协议的情况， 在当事人双方协

且删除了需要提供住房这一扶养内容， 改为女子未再

议未果的情况下，可以由法院判决。

行结婚且缺乏劳动能力或没有固定职业的， 而男子若

从对于以上历史资料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 我国

自己也缺乏劳动能力或没有固定职业， 则可不承担扶

在离婚扶养救济制度经历了一个广泛适用（1930 年）→

养义务。

严格适用 → 广泛适用（1950 年）→ 严格适用这样一个起

1946年《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进一步限制了女方

伏发展的过程。 究其原因，有学者指出：“过去社会中，

得到离婚扶养救济的要件， 更加不利于保障离婚自由

正是男子摧残女子的地方，随意抛弃，随意与人结婚。

和妇女的利益。 该条例规定若女方提出离婚，则丧失离

这同样是限制男子随便离婚的办法，而在这种限制中，

婚扶养救济的请求权，即使无法维持生活，也不能得到

无形的可以减少乱结乱离的现象。 ” 〔10〕在过去，妇女地

赔偿。 对于履行扶养义务的方式则剩支付必须的生活

位低下，容易成为离婚的受害者，所以通过加重男方的

费，删除了提供住房，代种田地和维持生活。

“离婚成本”来扼制男方随意离婚的行为。 按此理论，也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婚姻法》第 25 条规定：“离

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若女方提出离婚，则不在此限”

婚后，一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他方应帮助维持

的规定了。 同理，也可以解释，现有的离婚扶养救济制

其生活，帮助的办法及期限，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

度立法为什么会有限缩的解释。 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

由人民法院判决。 ”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社会普遍认为男女平等，妇女在社会中、家庭中享有和

行民事改革法律的意见 》在 1950 年《婚姻法》第 25 条的

丈夫一样的权利，也可以拥有事业上的成功，离婚也是

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详细了规定， 并且修正了 1946 年

双方基于平等、自愿的基础之上而行使权利，因此，离

《婚姻条例》， 规定承担扶养义务一方不限于提出离婚

婚时夫妻双方平均分割共同财产就可以达到公平正

一方，且规定离婚扶养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对方付给较

义，没有必要把离婚变成某一方的负担。
四、我国现行离婚扶养救济制度的不足

长的或者长期的生活费。

1980年《婚姻法》对于1950 年《婚姻法》作了较大程

笔者认为， 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限缩了离

度的修改。 首先，排除了“离婚时”没有困难但“离婚后”

婚扶养制度的适用范围，这样的规定是不恰当的，不符

遇到经济困难的情形。 其次，由“他方应帮助维持其生

合目前社会的真实情况，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活”改为“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从而排除了“劳务”帮

（一）忽视了婚姻的成本与付出

助。 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改革法律

无 论 对 于 国 家 或 社 会 ，还 是 对 于 个 人 ，婚 姻 都 是

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缩短了给予扶养救济的期间 ，规

一种利益，而且是重大利益。 婚姻作为一种利益必然

定“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之后，一方又要求对方继续

有成本投入。 婚姻的成本是多方面的， 包括时间、金

给予经济帮助的，一般不予支持。 ”

钱、机会、管理、情感、精神乃至于人生。 这些投资包括

根据现行 《婚姻法》 第42 条和 《婚姻法司法解释

许多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 当夫妻有了孩子，由于社

（一）》第27 条规定，在我国离婚配偶一方要求获得经济

会角色的增加，婚姻成本就会增加，一旦婚姻破裂，角

帮助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是要求经济帮助的一方必

色专门化的成本就会显现出来。 在一个家庭中学会的

须是生活确有困难，自己无力解决；二是生活困难在离

技能在另一个家庭中价值很小，甚至在市场中没有价

〔10 〕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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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1〕这就是离婚所带来的成本。 在婚姻当中，一方

有利于抑制离婚的动机，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对于家庭的付出相对较大，从而使另一方在社会中获

笔者认为，《婚姻法》第 42 条规定：离婚时“一方生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功 ，如 社 会 地 位 的 提 高 ，收 入 能 力 的 增

活困难”的事实判断应改为“离婚后无法维持婚前生活

加等等这种无形的资产，而这种无形资产虽然十分重

水平。 ”对此修改，则可体现出家事劳动的价值，更好的

要 却 无 法 分 割 ，若 此 时 采 用 仅 “维 持 当 地 最 低 生 活 水

保障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承担更多照顾老人、 子女的一

平”这一适用范围，显然无法彰显公平正义。

方的利益。 也可以保障婚姻关系当中一方所获得的“无

（二）不符合我国现实情况
我国目前妇女地位在婚姻家庭、 社会中虽然有了

形资产”能够使双方都得受益。
（二）扶养请求权人请求给付扶养金的条件

较大程度的提高，但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在离婚案件中， 扶养请求权人也必须符合一定的

离婚往往会对女性造成更加不利的后果。 通常在家务

条件才能够获得离婚扶养救济，具体条件可包括：1. 一

劳动上，做饭、洗衣、收拾房间、照料孩子等家务活 75%

方因监护或教育子女而不能从事职业活动的或其收入

-90% 是由妻子或母亲承担。 有调查显示，“男主外、女

不足以维持婚内生活水平的；2. 离婚一方因年老不能

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回潮，在两性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

期待 其就业的；3. 因 疾病、残疾或 身体、精神 方 面 的 疾

差距日趋扩大的背景下，是部分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

病 不能从事职 业活动或其 收入不足以 维 持 生 活 的 ；4.

无奈的选择。

离婚后夫妻一方不能找到适当职业或从事适当职业取

〔12〕

（三）造成了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社会问题

得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活的；5. 在接受教育、进修或

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已经不容忽视，在城镇，

转学他业期间可以请求扶养费；6. 因其他重大事由而

“隔代教育”现象也非常普遍。 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隔

得以请求扶养费的情形。 笔者认为，只要符合上述任何

代教育模式的成败关系着未来的人口质量”。 笔者认

一种情形即可请求给付扶养金。

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婚姻当中的“付出与收益”不

（三）扶养请求权人请求给付扶养金数额的标准

成比例而造成的。 法律上把离婚扶养制度的请求权限

扶养费数额的确定，是离婚扶养制度中一个至关重

定为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而且提供的救济也

要的内容。 根据一定的比例计算扶养费数额较为科学。

仅为适当的帮助， 造成了实际司法过程中大部分应当

比较法上，“杜塞尔多夫一览表”规定的具体计算方法以

适用扶养救济制度的情形无法适用， 造成了离婚中不

义务人的给付能力是否足以支付离婚配偶和未成年子

公平现象的产生。

女的扶养费为标准，可以分为给付能力充足时的计算方

五、离婚扶养救济制度在我国的重构及司法适用

法和给付能力不充足时的计算方法两种；给付能力充足

我国离婚扶养救济制度适用范围界定为 “无法维

时的计算方法又可以分为有未成年子女时的计算方法

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且仅为“经济上适当的帮助”这

和无未成年子女时的计算方法两种。 给付能力充足且无

样的限缩解释，以及没有进一步法律上的明确规定，造

未成年子女时的计算方法以夫妻纯收入之差得 3:7的比

成了离婚扶养救济制度形同虚设，法院相关判例极少，

例确定，若有未成年子女，则需从纯收入中减去未成年

且基本都由法官自由裁量，没有统一的标准及尺度。

子女的扶养费，然后按3:7的比例来确定；给付能力不充

在此，笔者试图进一步明晰司法适用标准，以期能
够尽量发挥离婚扶养救济制度的优势。

足时，首先按照其他方法计算出每个扶养权利人的扶养
费数额，其次依据该表将义务人不可或缺的扶养费从纯

（一）扶养请求权人“需要扶养”的判断

收入中减去，最后将剩余的财产在多个扶养权利人之间

采用“原有生活水平主义”最优，它不仅符合法律

按各自最低需要所占的比例加以分配。

中对正义的要求，而且在实践中得以客观的反映出来，

（责任编辑：罗胜华）

〔11 〕同注〔7 〕。
〔12 〕陆建民：“上海妇女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载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 女 社 会地 位 》，当 代中 国 出 版社 2003 年
版，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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