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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母子女、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制度的完善

陈明侠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 , 北京 100720)

摘 　要 : 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婚姻家庭部分中 ,有关父母子女、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一章在 2001 年婚姻

法修正案的基础上 ,主要增加了反歧视原则、子女亲生否认、认领子女、强制认领、父母的亲权责任、禁止

使用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有害的惩罚手段 ,以及收养关系的有关规定。将收养法并入婚姻家庭法编 ,

单立一章。祖孙和兄弟姐妹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在父母子女关系一章里专立了一节 ,并增加了有关扶

养制度的基本原则规定 ,统一“赡养”“抚养”“扶养”为“扶养”;增加了扶养的程度、方式、争议处理办法的

原则规定 ,弥补了我国婚姻法缺少系统的扶养制度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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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关系制度、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制度是婚

姻家庭法家庭关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

年、1980 年婚姻法及 2001 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中 ,

关于亲子制度、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制度均规定得

过于原则 ,很不完善。在制定民法典之时 ,认真研

讨、补充完善亲子制度及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制度

是理所当然、必不可少的。

民法典专家建议稿的婚姻家庭编中 ,关于父母

子女、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作了两章的规定 ,即父

母子女、祖孙和兄弟姐妹一章 ,收养一章。对此我

们从以下父母子女关系及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两

大方面加以说明 :

一、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法律制度即亲子法制度。我国

1950 年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

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 ⋯⋯

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可以说 ,从此我国亲子关系制度开始步入了“子女

本位的亲子法”阶段 ,之后 ,1980 年婚姻法及 2001

年修改后的婚姻法重申了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原

则 ,明确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 ,禁止溺

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

享有同等权利的诸项规定。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

还特别明确规定 ,父母有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

义务。应该讲 ,我国关于亲子关系的规定在世界上

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 ,由于我国婚姻法中家庭关系制度包括父

母子女关系制度不够系统、完善 ,缺乏一些重要的

基本制度如亲子关系的确认、生子女的认领等等 ,

加之法律的原则化、抽象化的特点 ,致使法律规定

难以兑现。同时 ,不能不看到我国是经历了几千年

封建专制统治的古老国家 ,从观念上真正尊重子女

的人格、权利 ,实现父母子女之间的民主平等还需

要时间。所以 ,借此次制定民法典之机 ,完善父母

子女关系法制 ,对促进民主、平等的父母子女关系

形成 ,对保障祖国的未来 ,祖国的下一代健康成长 ,

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迫使我们去思

考。例如 :流浪儿团伙中绝大部分是因父母失职 ,

致使子女出走 ;童工问题 ;失学儿童在某些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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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无减 ;父母不尽扶养义务 ,造成对子女身心的伤

害 ;父母望子成龙 ,适得其反 ,引来杀身之祸的事例

接连发生 ;特别是独生子女的生存境况更令人担

忧 ,父母将对后代的“爱”全部集中在一个孩子的身

上 ,同时也将对后代的成才希望全压在了一个孩子

的肩上 ,对其提出过高的要求 ,势必采取不正确的

教育方法 ,结果或强制子女读书、或限制其人身自

由 ,或放任自流 ,顺其自然 ,造成许多家庭的悲剧等

等。这些事实 ,告诉我们 ,目前未成年子女 ,青少年

所处的生存环境 ,存在很多问题。虽然究其原因有

多种 ,但从家庭立法来讲 ,我们必须尽快完善亲子

法制度 ,使人们有章可循 ,给未成年子女创造一个

良好的家庭环境 ,以利其成长为愉快的、健康的、有

用的人。

此次专家建议稿 ,在 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的

基础上 ,主要增加了反歧视原则、子女亲生否认、认

领子女、强制认领、禁止使用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

康有害的惩罚手段、父母的亲权责任及收养关系的

有关规定 (收养法并入婚姻家庭法 ,因此专设一章

加以规定) 。
(一)明确规定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拟制血亲

的父母子女或因依法实施人工生殖技术生育而形

成的父母子女之间 ,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1、规定之含义

这一规定是指父母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受

婚生与否 ,不受自然血亲、法律拟制血亲 ,或者依法

实施人工生殖技术生育而形成的血亲的影响 ,完全

相同。

2、说明及理由

此条突出了反歧视原则 ,反对歧视非婚生子

女 ,反对歧视拟制血亲 ,反对歧视异质人工生育的

子女等 ,强调无论何种原因形成的父母子女关系一

律平等 ,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此次修改增加的该条款中 ,未出现非婚生子

女的提法 ,其最主要的意图是在法条中不作子女婚

生与否的界定 ,以彻底实现立法者在法律条文及现

实生活中消除对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区别对

待的立法思想 ,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只有

这样规定才能将立法者、司法者及学者们关于“婚

生与否与子女无关 ,是父母所为 ,子女不负任何责

任 ,不能让子女承担父母行为的后果”的论述与法

条的规定相一致起来 ,也才能真正体现出我国法律

尊重与保护子女利益的彻底性。

●对于这一规定有人觉得过于超前 ,这样规定

不清楚等等。其实这种规定早已不是什么超前的

了 ,这样的规定对保护子女利益之目的的实现 ,也

是再清楚不过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关于亲子关系

认定的提法近些年来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例如 :大

陆法系国家德国于 1997 年 12 月 16 日的《子女身

份改革法》《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法上的平等法》和

1998 年 4 月 6 日的《未成年子女生活费统一法》是

对非婚生子女地位的根本性的重大修改。在父母

照顾权、出身、子女姓氏 ,监护权以及生活费请求权

方面彻底消除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差别。

因之德国民法典第四编第二章第二节出身 ,第

1591～1600 条、1600a～d 等条 14 条对父母子女关

系、确认子女和父母身份的条款中 ,完全是从子女

和父母的亲生关系 ,从子女的利益角度规定的。如

德国民法典第 1591 条规定“子女的母亲是子女所

由之出生的子女”。第 1592 条规定子女的父亲是 :

(1)在子女出生时已与子女的母亲结婚的人 ; (2)已

认可父亲身份的人或 ( 3) 其父亲身份依照本法

1600d 条为法院所确认的人。在第二节整节规定

中未出现婚生与非婚生的提法。《德国民法典》自

此不再有“非婚生”一词。[1 ]又如英美法系国家美

国“1973 年颁布的美国《统一父母身份法案》确立

了所有子女 ———无论其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 ,

与其父母双亲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全平等的原则。

到 1995 年 ,《统一父母身份法案》已经被 19 个州适

用 ,有更多的州经修改后采用 ,该法案抛弃了婚生

子女的概念 (将父母统称为 Parent ,子女统称为

Child ,无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 < illegitimate child

> 之别) ,所有的子女与他们的父母 ———无论已婚

或未婚 ———用语完全相同。”[2 ] (P95)此外 ,澳门地区

民法典第四卷第三编第一章 ,以长达 79 条之多的

篇幅规定了亲子关系确立的一般规定 ,母亲身份与

父亲身份的确立和人工生育子女的父母身份的确

立 ,全章未提出婚生、非婚生的概念 ,与德国民法典

一样 ,完全从子女利益的角度出发 ,来确定父母亲

生的身份 ,而不是以婚姻关系是否存在来确立子女

的婚生与否。[3 ]

很明显 ,这是以子女利益为重 ,从子女享有平

等人权的角度确立法律原则的 ,是与“子女本位的

亲子法”发展趋势相一致的 ,是进步的。

本章亲子关系的规定采取了上述立法例的精

神 ,在本条乃至父母子女、祖孙和兄弟姐妹全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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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使用非婚生子女的概念。这不仅与世界进步

的立法例相一致 ,同时符合我国国情。自 1950 年

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以来 ,我国非婚生子女与其父母

之间就享有与婚生子女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是十分

进步的法律规定 ,为什么还要固守给不应承担任何

责任的子女戴上什么婚生与非婚生的帽子呢 ?

(二)专家建议稿增加了子女亲生的否认之诉 ,

得由其母或者母之夫本人提出 ,提出子女亲生否认

之诉的期限为一年。自子女出生之日或得知子女

出生之日起计算。否认之诉成立的 ,当事人有要求

返还扶养费的请求权 :

1、规定之含义

上述规定的含义就是确认子女亲生性的规定。

亲生的规定 ,亦即是德国民法、澳门地区等民法所

述的父母身份的确认规定。此项权利既给了生父 ,

也给了生母。并规定了提出否认之诉的除斥期间 ,

其目的是为了尽早确定子女或者说父母的身份 ,以

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稳定。

2、说明及理由

基于专家建议稿 (一)之反歧视条款的理由 ,专

家建议稿在子女婚生推定制度的规定时采用“子女

是否为父母亲生”的提法代替了“婚生子女与非婚

生子女”的提法 ,理由不再赘述。在这里要说明的

是 ,专家建议稿没有规定“在亲生与否发生争议时 ,

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原因为 : (1)既然称之为子女亲

生的否认之诉 ,必然是以发生争议为前提的 ,否则

谈不上“诉”; (2) 称之为“诉”,必然是由法院依法

处理 ,法院如何处理不是婚姻法规定的内容 ,似应

是诉讼法的任务。
(二)关于子女亲生的否认之诉的规定 ,在专家

建议稿起草过程中有二种不同意见 ,除上述的以

外 ,个别专家认为应保留“婚生子女否认”的提法 ,

规定为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 ,只能由其母或者母之

夫本人提出 ;该项请求权须于子女出生或者母之夫

知悉子女出生后一年内行使。有关子女是否婚生

的争议 ,由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判决。”这一

另案与前述规定的区别主要有二点 : (1)坚持婚生 ,

非婚生的提法 ; (2) 知悉子女出生后一年内提出否

认之诉权利只给予了母之夫。
(三)专家建议稿增加了认领制度 ,确立了自愿

认领和强制认领的原则。

1、规定之含义

●规定了生父和生母均有自愿认领其生子女

的权利 ;

●生父认领未成年亲生子女的 ,须经子女的生

母同意 ,但在特殊的情形即对子女利益有特殊不利

的情况除外 ;

●认领成年亲生子女的 ,须得到该子女本人的

同意 ;

●子女的生母 (生父) 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或成

年子女 ,可以提出强制生父 (生母)认领之诉。

2、说明及理由

●认领制度最初的建立是基于社会上对非婚

生子女 (俗称“私生子”)的严重歧视 ,为改善非婚生

子女的不利地位 ,而又不愿触动传统的婚姻继承制

度的一种变通方法 ,试图通过认领使子女婚生化达

到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地位和权利的一种

变通。虽说是基于考虑子女的利益出发的 ,但是以

不触动传统 ,仍以歧视非婚生子女为前提的、对部

分非婚生子女利益的一种照顾 ,得不到认领的所谓

“非婚生”子女仍然处于被歧视的、享受不到应有权

利的地位。当代 ,在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权利地

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认领制度完全是为了使子

女 ,特别是未成年子女找到亲生父母 ,得到生父母

的关爱和良好扶养照顾为前提的。因此可以说规

定认领制度也是实现以“子女为本位的亲子法”的

一项重要措施。

●这里有二点需要说明 : (1) 生母与子女是以

出生事实为根据的 ,似不存在认领的问题。为什么

要规定生父母均有认领其亲生子女的权利 ,并发生

强制生母认领的问题 ,这是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确实

存在生母被迫离开子女的情况 ,或者极少生母抛弃

子女的情况。所以自愿认领人既可能是生父 ,也可

能是生母 ;强制认领请求人既可能是生母 ,极少情

况下 ,也可能是生父。(2) 在此条规定中强调了生

父认领未成年亲生子女的 ,除对子女的利益有特别

不利的情况外须经生母同意的条款。这是由于第

一 ,子女并非出自于父身 ;第二 ,生母受胎的情况比

较复杂 ,有可能是生母受伤害的结果 ,如果认领对

生母、生子女均不利或有害的情况下 ,允许生父认

领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因此生父认领亲生子女

的方式要相对复杂一些。认领生子女要经生母同

意 ,认领成年子女要经成年生子女同意。

此外关于认领的具体操作制度 ,专家建议稿规

定尚不够具体 ,在法律操作过程中应有更明确的具

体规定 ,详细规定认领的程序、认领的效力、认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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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认领的撤消等具体内容 ,以利于法律的执行。
(四)专家建议稿关于亲权制度的规定。

专家建议稿中没有使用“亲权”的概念 ,但作了

有关亲权内容的规定。

1、规定之含义

专家建议稿以七条的篇幅对亲权即父母对子

女的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在作了关于父母子女关

系的一般规定即 :与 2001 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 21

条大致相同的规定外 ,主要增加了有关亲权内容的

规定 ,增加了父母对未成年人的姓名决定权、居所

指定权、财产管理权、民事代理权及扶养教育的义

务、人身保护义务、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义务 ,不得对

子女实施有害身体健康的处罚手段等规定。

在规定中特别强调了禁止使用对未成年子女

身心健康有害的处罚手段。其含义是禁止滥用亲

权侵害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2、说明及理由

●为什么要增加有关亲权内容的规定 ? 第一 ,

是完善我国亲子关系法律制度体系的需要。父母

子女关系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家庭关系的核心部

分 ,而我国父母子女关系规定长期以来过于简单、

抽象 ,不系统、不具体 ,可操作性差 ,不利于保障未

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也不利于保障父母的合法权

益。制定了亲权的有关规定 ,对于完善家庭法制有

重要意义 ;第二 ,社会现实的需要。我国是一个经

历了几千年封建专治主义统治的国家 ,三纲五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 ,把子女

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 ,作为家族和自身的延续的思

想难以清除。因此 ,或漠视子女利益 ,或重男轻女 ,

或把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强加到子女身上 ,对子女提

出不切实际的要求 ⋯⋯均导致侵犯未成年子女利

益 ,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造成伤害未成年子

女或青少年犯罪的后果。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 ,

在纷繁复杂、多元化的社会情况下 ,建设一个平等、

和平的家庭环境 ,使未成年人受到良好的启蒙教

育 ,生活在民主、平等的环境中十分重要 ,而为此必

须规范父母的亲权责任 ,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和尊

严 ,使其健康成长。因此完善父母子女关系制度 ,

完善亲权制度十分必要与迫切。

●为什么规定了亲权的内容而未使用亲权的

概念呢 ? 大家知道 ,近代的亲权概念早已失去了以

往父权的含义 ,主要是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身体

和财产上的扶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义务 ,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 ,特别是近年来亲权制度已完全是为了

子女利益而设置的。亲权所规定的父母的权利 ,实

际上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责任的一种体现 ,是为了

履行义务的一种职责。在法条中使用亲权概念是

没有问题的。但是 ,中国经历了太久的封建社会 ,

家族权、父权、夫权影响根深蒂固 ,而亲权顾名思义

就是父母亲的权利 ,单从字面上 ,找不出任何义务

二字的影子。往往会成为一些父母滥施亲权的借

口。所以经过专家小组讨论决定。还是不用亲权

的概念 ,而直接具体地将父母亲的权利义务明确地

规定出来。

●有关亲权规定的原则。第一 ,保护未成年子

女的合法权益原则。未成年人无论从身体、精神等

各方面都不成熟 ,极易受到伤害 ,直接影响到其身

心发育和权利的享有。父母是子女一出生就与其

生活在一起的最亲近的人 ,也是最初的启蒙教师和

利益保护人。父母教育、扶养未成年人的权利和责

任是不可推卸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条件下 ,

父母扶养、教育、保护子女的责任更加重大 ,关系到

子女能否健康、顺利地成长为未来社会主人的问

题。所以有关亲权的规定必须以保障未成年子女

合法权益为其出发点和目的 ,须自始至终贯彻这一

原则。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建立亲权或监护制度

的目的 ;第二 ,男女平等原则 ,虽说男女平等原则 ,

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今已喊了几百年 ,但在当今

世界上 ,男女平等不仅在事实上远未实现 ,即使在

法律上还有一些国家规定了男女不平等条款。我

国婚姻法自 1950 年就规定了男女平等的父母子女

关系 ,本次专家建议稿坚持了这一原则 ,不仅实施

亲权的父母权利平等 ,而且不论未成年人是男还是

女 ,享有平等的受扶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4 ]

●关于“禁止使用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有害

的处罚手段”的规定是专家建议稿对父母子女一般

关系规定的禁止条款的补充。其主要目的是针对

当前一些父母采用棍棒、侮骂 ,精神压力等野蛮手

段教育子女的情况而提出的。这些父母自认为这

是对子女的“爱”,实际上是对未成年子女人格权和

身心的极大伤害 ,往往造成严重后果甚至造成家庭

悲剧 ,故特别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滥用亲权的禁止条

款。

●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规定专家建议稿

没有对婚姻法做重大修改。但在继父母与继子女

形成扶养关系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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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否需要加以时间限制的问题 ,专家组有不同意

见。多数人认为不要加以限制 ,只要确实形成了实

际上的扶养关系 ,一律应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

的有关规定 ; 也有少数人主张应有限制 ,即“继父

或继母与受其扶养达五年以上的继子女 ,适用本法

对父母子女的规定。”
(五)专家建议稿关于收养的规定。

收养制度是一种经法律拟制而成立的父母子

女关系的法律制度 ,是父母子女关系法律制度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 1950 年婚姻法没有专门

对收养制度做出规定。收养一般按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解释的精神处理。1980 年婚姻法中对收养做

了原则性规定 ,第 20 条指出 :“国家保护合法的收

养关系。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 ,适用本法

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

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收养成立而消除”。但当时除

此原则规定外 ,并无专门立法 ,在实践中关于收养

问题主要依据有关的公证、户籍管理等办法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处理。1991 年 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收

养法终于颁布 ,1992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至今

已整整十年。在此期间 1998 年 11 月九届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的决定》,1999 年 5 月 25 日民政部发布了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同时发布了《外国

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至此 ,

我国收养制度已基本完善。中国的收养制度应该

说是比较先进的 ,所以这次专家建议稿对此变动不

大。

1、经专家组反复讨论 ,一致同意 ,起草民法典

时 ,将收养法并入婚姻家庭编 ,在父母子女、祖孙和

兄弟姐妹关系一章中只做出原则规定。收养制度

的具体规定单设一章。至于具体登记程序等事宜 ,

通过制定登记办法等行政法规另行解决。

2、关于“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 ,收养人与

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40 周岁以上”规定在专

家建议稿中做了如下变动 :“无配偶的公民收养异

性子女的 ,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30

周岁以上” ,即 (1)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 ,将“男性”

改为“公民”,将收养“女性”改为“异性”; (2) 年龄

差从 40 周岁以上改为 30 周岁以上。这样规定 ,主

要是从未成年人利益考虑的 ,此处收养主要指的是

收养未成年人 ,如果规定收养人年龄过大 ,将无精

力扶养 ,对收养的子女反而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3、专家建议稿在收养一章中增加了收养成年

人的规定 ,即规定 65 周岁以上无子女的公民 ,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但需要有人照顾且不违反公序

良俗的 ,可以收养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30 周

岁以上。收养成年子女须双方完全自愿。已婚者

被收养的 ,应当取得配偶同意。收养成年子女的形

式要件适用收养未成年人的规定。这主要是出于

照顾老年人的理由增加的。大多数专家认为 ,目前

我国社会急速老龄化 ,特别是大城市 ,很多已步入

老龄社会 ,城市里绝大多数家庭为独生子女家庭 ,

而农村子女相对较多 ,在我国社会保障能力还相对

较差的情况下 ,允许收养成年人对缓解社会经济压

力 ,提高人口素质 ,以及保护老年人的利益等方面

都有好处。但是 ,有少数专家不同意 ,觉得允许收

养成年人会引起许多法律上的麻烦 ,另外也对计划

生育不利。

二、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中国的家庭结

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几代相处的大家庭逐渐减

少 ,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家庭占据了主导地

位。但是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 60 %左右 ,

而农村家庭中还有约 1/ 3 以上的家庭是三代共同

生活的 ;同时城市尚有相当部分家庭是由父母与成

年但未婚的子女一起生活的。所以祖孙和兄弟姐

妹关系仍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整好祖

孙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婚姻家庭法的一项重

要任务。

这次专家建议稿将祖孙和兄弟姐妹关系作为

父母子女、祖孙和兄弟姐妹一章的重要一节规定出

来 ,并增加了关于扶养程度、方式及争议处理的规

定。关于扶养制度如何规定 ,在专家组里进行了反

复讨论 ,后基于本次修改范围的可能性 ,群众接受

的程度等原因 ,扶养制度未专门立章 ,只将扶养的

有关程度、方式等问题作为一条 ,放在祖孙、兄弟姐

妹一节中 ,总算初步解决了我国婚姻家庭法缺少扶

养制度规定的遗憾。
(一)保留了 1980 年婚姻法关于祖孙、兄弟姐

妹关系的有关规定。

专家建议稿保留了行之有效的 1980 年婚姻法

关于祖孙、兄弟姐妹关系的有关规定 ,只是将“抚

养”、“扶养”、“赡养”统一为“扶养”。这样既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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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项法律的一致性 ,有利操作 ,也能与国际接

轨 ,更明确了“扶养”的含义。此精神也体现在父母

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中。
(二) 增加了祖孙、兄弟姐妹之间继承权的规

定。

在祖孙、兄弟姐妹关系一节中增加了祖父母与

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的继

承权适用本法继承编的有关规定的规定。这样 ,就

使祖孙、兄弟姐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定更

加完善 ,更便利于执法中的操作。
(三) 增加了扶养程度、方式及纠纷处理的规

定。

专家建议稿在讨论过程中 ,最初扶养制度是专

章规定的 ,将父母子女、祖孙及兄弟姐妹等近亲属

的扶养关系专门立章 ,规定了扶养权利人、义务人

及其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顺序、扶养的程度、方

式、扶养纠纷的处理等内容 ,但在讨论过程中大家

意见不一致 ,有的专家认为单独立章规定扶养 ,把

婚姻法中有关扶养关系内容全部集中起来 ,逻辑性

强、清楚 ,对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更有利使

其体系化、科学化 ,也便利于执法人员的理解和操

作。但有的专家则认为规定扶养专章 ,反而比较

乱 ,老百姓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不易找到 ,而且这样

规定必然要在现行法的基础上对相关章节做较大

的改动 ,似可能性不大。

最后从允许修改范围的可能性及考虑老百姓

接受程度出发 ,一致同意暂时去掉扶养一章 ,将其

内容并入本章祖孙和兄弟姐妹一节中 ,保留一条规

定。

如前所述 ,不管设章与否 ,总算对扶养的一般

原则 ,扶养的程度、方式、争议处理办法作了原则的

规定 ,多少弥补了我国婚姻法缺少扶养制度规定的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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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betterment of system of relations bet 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CHEN Ming - xia

( Institute of Law Scienc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100720 , Beijing)

Abstract : In the chapter on these relations in the draft Civil Code , based on the amendment to Marriage

Law in 2001 , anti - discriminatory principle , denial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 child adoption , forcible

adoption , parents’rights and obligation as parents , prohibition of punishment harmful to children’s body

and mentality , and the adoption relation are added. The law on adoption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law on

marriage and family. As important members in family ,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2
dren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stipulated in a section in the chapte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n“supporting and assisting”is added. “Supporting”,“upbringing”and

“supporting and assisting”are unified into“supporting and assisting”. The principle on the level , method of

supporting and assisting and the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theref rom are supplemented. These are

more or less filling the blank in the Marriage Law which doesn’t provide the systematic supporting and as2
sisting.

Key words :parents and children ;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 parents’rights

and obligation as parents ; supporting and ass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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