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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發展的縮影，也必然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

注。

離婚冷靜期的支持者反思了過去那種便捷的

離婚程式，並對離婚自由的界限做了澄清。首先，

想離就離的離婚程式為輕率離婚打開了方便之

門。2003年《婚姻登記條
例》修改以來，大大簡便

了離婚手續，缺乏調解程

式、無需說明離婚理由等

特點導致離婚率不斷攀

升，衝動離婚、任性離婚、

規避政策離婚等草率對

待婚姻的現象屢見不鮮。
[1]其次，保障離婚自由是

婚姻關係的本質要求，但

離婚自由不是絕對的自

由，而是相對的、有條件

的自由。協議離婚制度極

力宣揚私法自治理念，過

度保護婚姻自由，忽略甚

至撕裂了婚姻與家庭、社會的密切聯繫，是不科學

的。設置離婚冷靜期的直接目的在於消解協定離

婚中夫妻的離婚衝動，減少輕率型離婚數量，並不

是限制離婚自由，而是保障離婚自由的必要措施，

以此實現整體上降低我國離婚率增長速度的效

果，還可以挽救因臨時情緒衝動而瀕臨破裂的婚

姻。[2]再次，從理性決策來說，離婚決策的理性化

有賴於一定的外部干預。婚姻的情緒性、長期性，

以及年輕群體對離婚後果缺乏認知，決定了當事

人在離婚中很難做到理性。隨著傳統倫理、社會輿

通過婚姻的治理
──以《民法典》中的離婚冷靜期為分析對象

■ 李松鋒

中國政法大學

一、引言

202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1077條設定的離婚
冷靜期制度引發社會各界聚訟紛紜，至今不息。根

據該條規定：

自婚姻登記機關收到

離婚登記申請之日起三十

日內，任何一方不願意離婚

的，可以向婚姻登記機關撤

回離婚登記申請。

前款規定期限屆滿後

三十日內，雙方應當親自到

婚姻登記機關申請發給離

婚證；未申請的，視為撤回

離婚登記申請。

在離婚率居高不下

的時代，設立離婚冷靜期

能否挽救瀕臨解體的家

庭？更重要的是，國家能

否以降低離婚率為由限制個體的離婚自由，將原

本要分道揚鑣的男女強行綁定在一個家庭之中，

忍受長達30天的煎熬，以及可能引發的惡性悲劇？
本文試圖從法制與文化的視角，剖析國家設置離

婚冷靜期的初衷，並解析其制度上的局限性。

二、贊否雙方各有說辭

婚姻家庭事關每一個人，婚姻家庭的穩定關

係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因此，婚姻既是個人的終

身大事，也是國之大事。婚姻制度的任何變革既是

摘  要：《民法典》第1077條設置的離婚冷靜期
是引發社會爭議最大的制度之一，贊否雙方圍繞

離婚冷靜期可能的效果及其對離婚自由的限制

進行討論，但實際上，離婚冷靜期的設置是落實

《憲法》中婚姻家庭受國家保護的規定和弘揚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現，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具

有正當性。此外，離婚冷靜期的設置是中國共產黨

通過干預婚姻制度實現社會治理的需要，從制度

上限制衝動離婚和假離婚，維護家庭穩定，實現

社會和諧。

關鍵詞：離婚冷靜期；民法典；社會主義核心價

值觀；國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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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甚至家族制約對非理性離婚行為的約束逐漸

式微，國家權力可以作為相對合理的代替。離婚冷

靜期的正當性在於，通過國家公權力的適當干預，

為當事人在離婚決策中實現實質理性層面的利益

最大化提供相應的條件。[3]

離婚冷靜期的反對者對其可能產生的效果以

及國家介入婚姻的合理性表示懷疑。首先，離婚冷

靜期的存在會連帶影響非衝動離婚。設置離婚冷

靜期即使有助於減少衝動離婚，那也是強迫絕大

多數人為極少數人的衝動問題買單。走到離婚這

一步，未必都是出於衝動，離婚冷靜期的存在會讓

那些已經確認失敗的婚姻被迫延長痛苦，甚至可

能因此激化矛盾，增加人為衝突，結果適得其反。

更重要的是，在離婚冷靜期中可能發生轉移財產、

家庭暴力等行為，由此讓原本可以好合好散的關

係轉換成了爾虞我詐的仇敵關係，甚至釀成刑事

案件。[4]其次，現代婚姻法對婚姻自由的干預主要

在於確保婚姻意志的自由真實，而非確保婚姻動

機的「理性」，更無力確保婚姻雙方感情的維繫。

離婚冷靜期制度對離婚「冷靜」與「理性」的要求

是相對的。感情是否確已破裂，是否存在其他導致

婚姻關係存續的障礙，只能由夫妻雙方基於對共

同生活事實的親身體驗來判斷。這既不能由他人

代為判斷，更無法由立法機關或政府管理部門來

決定，由此也就很難從外部形成用於判斷離婚意

願是否「冷靜」的標準。[5]再次，規避離婚冷靜期並

非難事，離婚冷靜期未必能達到降低離婚率的效

果。離婚冷靜期的設置只會減少協議離婚數量，把

相關問題推向法院，離婚總量不會有變化。[6]

贊否雙方基本圍繞離婚冷靜期的合理性與可

行性進行爭論，忽視了國家設置該項制度之合法

性的緯度。本文之所以參與這個話題的討論，旨在

從合法性層面解析國家干預離婚自由的正當性以

及背後隱含的文化隱憂。

三、當政治介入婚姻

離婚現象自古有之，但政治的介入則是晚近

的現象。從有文字記載來看，周朝末世，離婚一度

呈氾濫之勢。所謂「齊人來歸子叔姬」，[7]「夫人姜

氏歸於齊」，[8]「郯伯姬來歸」，[9]不過都是離婚的

文雅之詞。儒家始祖孔子家族也曾多次出現婚姻

變故。「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

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10]但在帝制時代，行

政管控力量有限，國家對民眾事務的干預一般是

通過建立在土地擁有或鄰里關係基礎上的集體責

任團體或豪紳貴族這個權力的無形代表為仲介來

進行的。[11]用費孝通的話說，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

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

繫所構成的網路」。在這種有差別的結構格局中，

「道德觀念是在社會裡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

會行為規範的信念。它包括著行為規範、行為者的

信念和社會的制裁。它的內容是人和人關係的行

為規範，是依著該社會的格局而決定的。」[12]差序

格局固然限制了人的自由。因此，近代以來的中國

革命是與對家庭/族的反抗相伴而生。20世紀上半
葉，對人的解放是影響廣泛的思潮。巴金的

《家》，魯迅的《傷逝》和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

等風靡一時且具有引領風潮的文學作品均是出於

對青年自主和婚姻自由的反思。

（一）中共早期對離婚的規制

中國共產黨正是意識到傳統家庭制度對個人

的束縛，尤其是對女性的束縛，使得貧苦農民和婦

女成為舊中國社會制度的最大犧牲品。因此，解放

農民和婦女，便成為中國共產黨能夠為奪取政權

汲取的主要力量。中國共產黨1931年在江西頒佈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對離婚做出了較

為激進的承諾。其中第9條規定：「確定離婚自由，
凡男女雙方同意離婚的，即行離婚，男女一方堅決

要求離婚的，即行離婚。」這種激進的承諾迎合了

當時的政治思潮。國民黨1930年民法典就規定了
相對自由的離婚標準。黃宗智認為，這種規定更直

接、更密切的影響源可能是蘇聯1926年《婚姻與
離婚、家庭與監護權法》第18條規定：「婚姻的接
觸基於婚姻中雙方當事人的同意，也可由其中一方

單方面提出。」[13]至於這種政策能否解放女性，則

另當別論。當時身在延安的作家丁玲1942年發表的
《「三八節」有感》，就戳穿了官方說辭和具體實

踐之間的脫節。她在文中描述了女性的處境：

她們處於這樣的悲運，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舊

的社會裡，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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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卻是自作孽、活該。不是聽說法律上還在爭論著離

婚只須一方提出，或者必須雙方同意的問題麼？離婚大

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

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14]

當然，丁玲因此也成了被批判的對象。

婚姻向來就不只是個人間的私事。激進的離

婚政策讓那些生活在不愉快婚姻中的人擺脫了婚

姻的禁錮，但勢必將波及社會的穩定。尤其在戰爭

年代，戰士家庭的破裂對奪取政權的影響可想而

知。也就是說，對戰士利益的威脅將會危及共產黨

的群眾基礎。[15]因此，在1934年頒佈的《中華蘇維
埃共和國婚姻法》中，雖然第10條仍重複了先前激
進的離婚政策，但緊接著的第11條規定，「紅軍戰
士之妻要求離婚，須得其夫同意。但在通信便利的

地方，經過兩年其夫無信回家者，其妻可向當地政

府要求登記離婚，在通信困難的地方，經過四年其

夫無信回家者，其妻可向當地政府請求登記離

婚。」以此維護紅軍戰士的婚姻穩定。當然，對軍

人婚姻的特殊保護迄今在中共的政策法律中仍十

分普遍。[16]

（二）中共建政後對離婚的規制

《婚姻法》是建國後制定的第一部法律，與

土地改革同步進行，旨在徹底重新塑造農民階級。

尤其致力於糾正並懲罰地主和富農所犯下的侵犯

人權及其它罪行。[17]實際上，通過調整婚姻制度，

服務政治需要，一直是中共採取的策略。早在

1948年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上，出於發動婦女群
眾，投身全面戰略反攻的需要，中共高層就提出了

制定《婚姻法》的構想。建政之後制定的《婚姻

法》，就是力圖通過改造傳統的婚姻家庭制度及

其觀念，將佔人口半數以上的婦女從家庭和社會

的雙重壓迫中解放出來，進一步擴大執政的群眾

基礎。因此，毛澤東說，婚姻法是「僅次於憲法的

國家根本大法之一，它是全國範圍內實行婚姻家

庭制度改革的法律依據，是同封建主義家庭制度

作鬥爭的有力武器，也是建立和發展新婚姻家庭

關係、改造舊式婚姻家庭關係的重要工具」。
[18]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佈的《關於
貫徹〈婚姻法〉的指示》明確指出，通過宣傳，「務

使〈婚姻法〉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發生移風易俗

的偉大作用」。

中共建政後的第一部《婚姻法》儘管在激進

離婚制度上略有撤退，但仍然表達了對婚姻自由

的肯定。[19]不過，在婚姻自由的原則下，帶著明顯

的新意識形態導向。譬如，當時為普及婚姻自由理

念，主流媒體刊登許多典型材料，歌頌女工解放前

不嫁國民黨大員，等著解放後嫁一個同為工人的

窮小子，稱其「有志氣有覺悟」；地主妻子控訴丈

夫的壓迫，並與其離婚，和翻身農民重新結合為

幸福家庭等等。[20]這種導向喚起了廣大群眾對舊

婚姻觀念的反抗，投身於新中國的革命建設之中。

據統計，1951年到1956年期間全國大約有600萬對
夫婦離婚。因此，1950年的《婚姻法》被人解讀為
「離婚法」。[21]當時的《婚姻法》確實解放了被傳

統婚姻捆綁的人，但也把男女結合拉入到革命婚

姻的浪潮之中。實質上，在婚姻家庭理念上，用革

命理想取代了傳統倫理。

作為反資本主義的旗幟，共產黨把感情因素

作為夫妻婚姻關係的紐帶。《中華人民共和國法

律釋義大全》中說，「在我國，婚姻不是一種民事

契約，而是為法律確定的夫妻關係，它包括財產關

係和人身關係，而最主要的是人身關係。」[22]西方

實行的無過錯離婚，用「無法協調的分歧」或彼此

不再「相愛」而導致的婚姻關係破裂，在共產黨看

來，都是資產階級在離婚問題上的輕佻態度。感

情觀念既強調了結婚自由和離婚自由，也強調了

長久的婚姻義務。[23]1950年的《婚姻法》沒有明
確將感情因素作為離婚的標準，但在具體實踐中

已反復適用。諸如法律規定，「有正當原因不能維

持夫妻關係的，應作准予離婚判決；否則也可作不

准離婚判決。」但「移情別戀」或「沒有愛情」往往

不被視作離婚的「正當原因」。[24]

文革結束後，1980年的《婚姻法》正式把感情
觀念納入法律文本，選擇了尊重個人的感情和自

由，明確規定「雙方自願離婚的，准予離婚」；「一

方要求離婚的，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則准

予離婚。」「感情論」壓倒了「理由論」，成為衡量

婚姻能否延續的標準。但在具體案件的權衡中，

針對「有些人在提幹、進城或考入大學後，拋開舊

配偶……以『感情破裂』為理由……把道德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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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封建殘餘，崇拜資產階級的婚姻自由」，要進

行批評教育，並認真貫徹《婚姻法》中保護婦女、

兒童的規定。[25]

正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維護個人婚姻

自由方面的權衡，使得共產黨執政下的《婚姻法》

不斷隨著社會風俗的改變而改變，並逐漸趨向對

婚姻自由的維護。1994年民政部發佈的《婚姻登記
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了類似「離婚冷靜期」的內
容，「婚姻登記管理機關對當事人的離婚申請進行

審查，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一個月內，對符合離婚條

件的，應當予以登記，發給離婚證，註銷結婚證。

當事人從取得離婚證起，解除夫妻關係。」但2003
年修改後的《婚姻登記條例》又取消了審查期，規

定「婚姻登記機關應當對離婚登記當事人出具的

證件、證明材料進行審查並詢問相關情況。對當事

人確屬自願離婚，並已對子女撫養、財產、債務等

問題達成一致處理意見的，應當當場予以登記，發

給離婚證。」期間，最高法院還多次針對適用《婚

姻法》的問題作出解釋，不斷在財產問題上，從維

護家庭穩定向有利於個人自由的方向傾斜。[26]尤

其是2010年的司法解釋把「誰投資、誰收益」的資
本主義原則注入了家庭內的房產，被學者批評為是

「資本主義對中國家庭的侵入」。[27]這固然有司法

機關對「A A制契約婚姻」的法律想像，但也隱含
著，執政者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試圖剝離婚姻中

的財產關係，回歸到單純的感情紐帶。財產上的

AA制，迫使試圖締結連理的男女雙方不再在乎對
方的財產厚度—因為那屬於個人財產，並非組建
的家庭財產—而是專注於二人的感情深度。

總之，中共借助管制婚姻實現國家治理，通過

調整婚姻制度，服務於政治需要，並塑造著社會文

化。誠如韋伯對中國清代民事法律的描述，它關注

的是從執政者視角考慮全面的社會秩序，而不是

西方所偏重的個人權利。中共執政下的婚姻法律

制度儘管在強調婚姻自由，但更多是出於革命、國

家建設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民法典》第1條
表明的立法目的亦交代了不僅是「保護民事主體

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係」，還旨在「維護社會

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

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四、作為憲法具體化的離婚冷靜期

制度

《民法典》的編纂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

是中國的一個重大政治決斷，不僅完成了民事法

律的體系化作業，更是推進了整個國家法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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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從整個法律體系的視角來看，《民法典》

承載了憲法具體化的使命。離婚冷靜期便是其中

之一。

根據張翔教授的概括，憲法與部門法存在三

重關係：「法律對憲法的具體化」、「法律的合憲

性解釋」和「法律的合憲性審查」。[28]憲法是最高

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據，「立法是在憲法約束下在

法秩序的各個領域的規範展開」。[29]立法機關擔

負著實施憲法的任務，負有具體化憲法規範內涵，

並將之體現在生活關系中的義務，[30]中共中央在

《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也明確要求「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

體現了憲法約束立法的規範性。

《民法典》與憲法的關係集中體現在第1條
「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之中。所謂「根據憲法、制

定本法」，在於憲法為民法介入私人自治設定了框

架或者界限。[31]用葉海波教授的話說，其規範內涵

包括了「權源內涵」和「法源內涵」兩個層次，分別

指向立法者的立法權來源於憲法以及立法者對於

法律的內容形成應該以憲法文本所蘊含的立法指

示為依據，具體化或者至少是不抵觸憲法。[32]憲法

作為民法的「法源內涵」意味著，立法者首先應當

明瞭憲法對於民事領域的價值和規範設定，並通

過更為具體的民事法律規範將其落實為民事法律

秩序。 [33]具體到離婚冷靜期的設置來說，是落實

《憲法》對婚姻家庭的保護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的要求，以此解釋其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

正當性。

（一）憲法對婚姻家庭的保護

設置離婚冷靜期的出發點是對婚姻的維護，

通過對離婚自由的適當限制維護婚姻家庭的穩

定。這是現行《憲法》所確立的秩序框架。《憲法》

第49條規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
保護。」制憲者正是認識到「家庭是社會的組成細

胞，保護婚姻、家庭有利於社會穩定」，[34]才做出

這種決斷。因此，婚姻家庭構成了國家予以保護的

「客觀價值秩序」。公權力機關必須自覺遵守這一

價值秩序，盡一切可能去創造和維持有利於保護

婚姻家庭的條件。[35]也就是說，保護婚姻家庭構

成了立法機關建構國家婚姻制度時應當遵循的原

則，當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落實相關制度時

也應將其作為上位指導原則。

婚姻家庭受國家保護，賦予了國家保護婚姻

家庭的義務，是國家不可迴避的責任。國家的保

護義務主要是立法機關的義務。該義務的落實首

先是—主要是—立法機關通過制定法律使之具體
化、完備化、可行化。[36]《民法典》「婚姻家庭」編

中的總則性規定便把「婚姻家庭受國家保護」（第

1041條）作為首要原則，體現了立法機關對憲法設
定的國家義務的重視和落實。

國家義務的實現有賴於一定的制度。只有通

過制度性保障，才能將抽象的、原則性的義務內容

轉化為可見的社會現實。譬如，實踐中，曾有離婚

訴訟的當事人以《憲法》第49條對婚姻家庭的保
護為由，請求法院判決不准離婚。[37]這就需要配

套的制度保障來落實國家保護婚姻家庭的義務。

《民法典》構造的婚姻家庭制度便是憲法第49條
的具體化。離婚冷靜期的設置體現了在婚姻家庭

和個人離婚自由兩個維度上，國家傾向於對婚姻

家庭的保護。如前所述，反對離婚冷靜期的主要

理由是這種制度讓大多數有離婚需求的人為少部

分衝動離婚的情形買單。即便所言不虛，但這也恰

恰體現了國家在婚姻家庭問題上的價值選擇。

保護婚姻家庭亦有界限。《憲法》第49條還
規定了「禁止破壞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包括結婚

自由和離婚自由，[38]還有學者認為應包括生育自

由。[39]婚姻自由出現在憲法第49條，屬於「公民的
基本權利和義務」章，但是否屬於憲法上的基本

權利，則有待論證。通說視之為對特殊主體（婦

女）的權利保護，[40]而司法實踐中有法院認為婚

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41]婚姻制度內在地具

有對婚姻自由的限制。諸如《民法典》第1046-1054
條關於結婚條件、無效婚姻和可撤銷婚姻的規

定。沒有法律，婚姻自由將無從談起。用費孝通先

生的話說，「婚姻是用社會力量造成的，因為依我

所知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地方把婚姻視作當事人

個人的私事，別的人不加過問的。」「可是我們也得

承認，配偶的選擇從沒有一個地方是完全自由的。

所謂自由也者，也不過是在某個範圍中的自由罷

了。」[42]因此，憲法第49條第4款規定的婚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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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公民請求國家不得侵犯的防禦權，而更多

是從制度性保障的角度對立法者提出的『核心不

得廢止、邊緣可以限制』的要求。」[43]離婚冷靜期

並未觸及婚姻自由的核心，因為不會因為冷靜期

的出現，導致任何夫婦離不了婚的情況，它只是在

邊緣處對離婚自由做出了適當的限制，並不構成

對婚姻自由的「禁止」或「破壞」。

（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民法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

代」的法律智慧，體現了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其集

中體現便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12年11月，中
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對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的主要內容作了總結，之後，便開始把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各項制度體系和治理實

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被認為是「當代中國精神

的集中體現，是經濟改革、政治發展、社會和諧、

文明進步、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精神堡壘，是社會

主義意識形態的『壓艙石』」。[44]2018年修改憲法
時專門在《總綱》第24條增加規定「國家宣導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主要考慮是「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

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作這樣的修改，貫徹了黨的

十九大精神，有利於在全社會樹立和踐行社會主

義核心價值觀，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

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45]如前所述，《民法典》

第1條立法目的中已經表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是國家設立民事法律制度的初衷之一。

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推

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整合社會意識形態，維護

社會體系正常運轉。婚姻家庭具有濃厚的倫理性，

無論是夫妻之間，還是父母子女之間，都承載了諸

多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內容。

從司法實踐來看，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已經是司法裁判中必須予以衡量的價值。《最高人

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時間效

力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
律事實引起的民事糾紛案件，當時的法律、司法解

釋有規定，適用當時的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但

是適用民法典的規定更有利於保護民事主體合法

權益，更有利於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有利於弘

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除外。」有學者研究發

現，在眾多的離婚案件中，通常是由夫妻雙方因瑣

事發生糾紛從而導致矛盾產生的，進而產生了離

婚訴訟。在一方訴至法院、另一方未予表態的情況

下，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結果一般是不准予離婚，並

在裁判文書中援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

說理依據。 [46]譬如，在「崔某甲與朱某離婚糾紛

案」中，原告崔某甲與朱某結婚後，育有女兒崔某

乙。原、被告雙方因性格不合，經常發生爭吵。但

是，在夫妻雙方育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形下，法院通

常不會判決離婚，並會在判決書中強調和諧家庭

對於未成年子女成長的重要性，即「維護家庭的和

諧穩定，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也是未

成年子女健康成長的基礎」。[47]個別案件中，「弘

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甚至成了法院判決不准

離婚的主要理由。[48]法院甚至認為，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能夠化解婚姻問題的良藥。「若雙方加強

溝通，相互間給與對方更多的關心和信任，以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原則相互幫助、互

相提高是能夠化解雙方的矛盾，搞好夫妻關係。」
[49]

立法和司法的最大功能不是解決已經發生的

社會問題，而是通過設定行為預期引導人們的行

為模式。[50]由於官方的大力宣導和司法實踐中的

頻繁適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成為

一條衡量婚姻能否繼續的標準。婚姻中一方當事

人在指責另一方未盡夫妻撫養義務時，也會用「其

行為體現不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和諧與友

善」作為說辭，[51]或希望法院在判決中「踐行社會

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念」，挽救當事人的婚姻。[52]

當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婚姻關係中

應當弘揚的價值，而不是禁止離婚的藉口。當婚姻

繼續存續不利於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准

予離婚就成了法院必然的選擇。在李某某與張某

某的離婚糾紛案中，二審法院認為，「婚姻是以感

情為基礎，失去彼此之間的真實感情，強行要求雙

方在一起生活也不符合婚姻自由的原則要求和社

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標準。」因此，維持一審法院

作出的准許離婚的判決。[53]

總之，《民法典》中設置離婚冷靜期是踐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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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是在婚姻家庭領域凝

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通過對離婚的適當限制，維

護家庭秩序穩定，進而構建社會和諧。

五、文化再造及其局限

《民法典》「作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固根

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54]不僅具有

保障私權的作用，更是國家治理的延伸。離婚冷靜

期的設置旨在緩解衝動離婚和「假離婚」。不得不

說，國家離婚規則的設定往往受制於那些使男女

之間的結合或趨穩定或趨解體的種種環境因素。

圖1是1986-2019年間全國離婚數和離婚率的資料
圖。在這段歷史時期內，2003年前後確實是一個轉
捩點。自那年開始，離婚數和離婚率都呈直線上

升。這與2003年《婚姻登記條例》放寬離婚程式
不無關係。離婚程式的便捷確實會促使部分衝動

離婚或規避離婚的情形發生。電影《我不是潘金

蓮》和電視劇《安家》無不是關於「假離婚」的荒

誕故事，亦是對現實中無數「假戲真做」的離婚案

件戲劇化的反映。離婚冷靜期的設置給衝動離婚

提供了緩衝期，促使衝動雙方必須面對法律設置

的障礙。至於「假離婚」本是特殊時代的產物。離

婚冷靜期增加了離婚難度，提高了離婚成本，從

時間上亦降低了假離婚可能帶來規避政策的收

益，整體上勢必會降低離婚數量。

從實踐經驗來看，離婚冷靜期的設置已有相

當基礎。近年我國一些地區的民政部門和進行家

事審判改革的試點法院均已開展了一系列實踐，

如預約離婚、試驗離婚、冷靜期等，嘗試降低輕率

離婚，減少離婚對婚姻家庭的影響。《民法典》離

婚冷靜期的設置正是基於實踐經驗的產物，回應

了社會的現實呼籲。[56]因此，離婚冷靜期是基於

現實考慮，試圖從制度上為當下的離婚熱降溫，緩

解對婚姻草率應對的不良氛圍。

不容否認的是，法律手段調控婚姻文化的局

限性十分明顯。婚姻是屬於愛的世界，是由激情、

良知、倫理和道德統治的世界。真正的法治理想絕

不是要消滅良知之治，也不是要摧毀道德權威，更

不能取代倫理秩序。相反，面對愛情和家庭，法律

應當採取適度的回避，以克服法律擴權的內在利

益衝動，避免法律全能主義的僭妄。[57]離婚並非

婚姻的大敵，而是對一種不幸所做的補救，是通過

終止男女間有辱於婚姻之名的結合，維護婚姻的

尊嚴。婚姻的存在並不取決於法律。雖然法律和

習俗會對人們的行為有一定的影響，但其本身也

受到人的行為的影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源

於社會中已成定則的行為。[58]誠如研究了有史以

來人類各種婚姻制度史的韋斯特·馬克在全書結
尾所說：「如果說婚姻並不是人為的一種創造，而

是基於很深的夫妻之情和父母之愛的一種制度，

圖：1986-2019年全國的離婚數和離婚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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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婚姻就將隨著這種感情的存在而存在。一

旦這種感情不復存在，那麼，世界上的任何法律都

無法挽救婚姻於毀滅。」[59]

重塑婚姻文化，必須回歸婚姻的本質。東西

方的婚姻均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當今中國，即便

是無神論者的婚姻，仍然借用教堂的盟約誓詞，

凸顯婚姻的神聖意味，旨在「把這和生物基礎十分

接近的俗事，轉變成了好像和天國相通的神跡」。
[60]婚姻一旦成為世俗的契約(cont ract)，而非盟約
(Covenant)，締約雙方看重的是獲得，而非委身。
山盟海誓的諾言不過是義氣的承諾，而非出於敬

畏的宣誓。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理念是鼓勵人們

堅持自己的個性，追求個體自由，哪怕是在應該強

調責任的家庭之中。正如布萊斯勳爵所說，「每個

人都想我行我素，都想滿足自己的口味、愛好和欲

望，都想過一種不受他人意志束縛的生活。這樣一

種欲求已變得越來越強烈。因此，只要神經系統中

的敏感之處或過敏之處一受刺激，脾氣就會發作，

並在終日接觸的人們之間產生摩擦。……未來將

會證明：婚姻關係穩定性的最危險的敵人，不是非

分的慾望，而是暴躁的脾氣。」[61]在現代社會，「生

活中的情趣越來越多，個性差異越來越大，因而，

導致夫妻不和的原因也就越來越多，夫妻間的摩

擦越來越頻繁，其結果是：婚姻關係破裂的可能性

也會隨之增大。」[62]真正的婚姻是讓人從痛苦中收

穫喜樂。上帝創造婚姻不是為了讓我們在自我滿足

的關係中尋歡作樂，而是讓我們在彼此接納和包

容的環境下相互成長。婚禮上的誓詞都是願意受

苦的承諾。儘管婚姻收到的是祝福，但婚姻的實

質是分享苦難。 [63]所以，家庭糾紛不屬於單純的

「民事糾紛」，而是「家事糾紛」，其解決需要獨立

的「家事法庭」，需要特殊的裁判者，依照特殊的

規則，訴諸特殊的情理，而非理性的算計。離婚冷

靜期只是借助時間把試圖離婚的雙方拉回到婚姻

的現實之中，但在這延長的30天內，能否以及多大
程度上能夠緩解婚姻中的問題，還有待追問。

六、結語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倫理道德的基

礎，是培育善良風俗和民情習慣的溫床。[64]婚姻關

乎個人幸福和文明培育。立法者基於憲法要求和

文化塑造的需要，通過離婚冷靜期的設置來緩和

離婚衝動，維繫婚姻家庭穩定。從合法性的角度來

說，該種設置無可厚非，但究竟能否發揮應有的

功效，則與當事人對婚姻的認識有關。中國共產黨

曾經利用婚姻自由推動了離婚，把遭受不幸的個

體從婚姻的束縛中拯救出來，但想把試圖離婚的

男女拉回到婚姻之中，則非法律所能成就。

感謝張敏霞協助收集資料、繪製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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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ling-off period before divorce 
set by Article 1077 of the Civil Code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systems in the whole society. The parties 
discussed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the cooling-off period 
before divorce and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dom 
of divorce, but in fact, the cooling-off period before 
divorce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marriage and family are protected 
by the state and the promo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which is legit imate in the entire legal system. In 
addi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oling-off period 
before divorce is the nee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hieve social governance by intervening in 
the marriage system, institutionally restrict impulsive 
divorce and false divorce, maintain family stability, and 
achieve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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