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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婚姻法司法解释 （ 三 ） 的反思
马海霞
（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法学院，郑州 450011）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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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婚姻房产归
属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因其对我国传统婚姻伦理构成挑战，对女方权益保护不足，广受质疑。《婚姻
摘

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是司法解释和司法审判的基本法律依据，“解释三 ”只能补充性地适用，其
适用不是孤立的，要放在《婚姻法》的基本制度框架下来理解和适用，不能与婚姻法的基本规定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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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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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简称“解释三”） 备受争议的条文主要有四个，
除了第十条是针对离婚房产分割的以外，
第
五条、
第七条、
第十一条均是对婚姻法第三章“家庭关系”中有关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补充性的规定。不
管婚姻关系是否面临解体，
司法解释应该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解释者必须首
先考虑的问题。司法机关不仅要考虑中国目前婚姻家庭的现状，
还要考虑司法解释可能产生的影响。“司
应当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并不是老百姓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准
法解释是指导法官裁判案件用的，
［1］
” 然而，
则。……是对人们的最低要求。
大多数人却把“解释三”当成了所谓的“新婚姻法”来指导自己的
婚姻行为，
当最低要求的法律变成了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时，
就不可避免在婚姻家庭内部产生一系列的问
“解释三”的价值取向和立法理念是颇值探讨的，
题。所以，
并且必须将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考虑进去。也
就是司法解释不能只考虑实然还要考虑应然，
其必须经得起理论的拷问。
一、对“解释三”立法价值取向的反思
( 一) “解释三”对女性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利，有违公平
“解释三”的意义主要是为各地法院正确、及时审判婚姻案件提供依据，为各地的裁判统一尺度。
因此，从条文内容上它确实是为离婚财产纠纷找到了解决之道 ，以避免法官在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面前束
手无策。但是对女性权益的保护不足，使其违反了法律最基本的公平理念 。
“解释三”第七条规定：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
的，
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 三） 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财产……”该条会引发道德风险，极大侵害妇女权益。有学者指出： 婚姻法解释三实施三个月
以后，各地已经发生了很多离婚诉讼中的男方利用第七条的规定和自己的父母合谋制造“债务 ”以骗到
房产的情形。比如购房时先将房款转到自己父母的账户上然后再转到地产商的账户 ，制造一种房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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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父母方出资的假象从而在离婚时得以成功地独吞房产等等 ，不一而足 。第七条的出台相比于以前
的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①对妇女权益保护不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男方的离婚法

律成本，这无疑是对男方不忠和背叛行为的怂恿 ，离婚率还要进一步攀升，这恐怕是立法者、司法者和社
会公众都不愿接受的现实。
“解释三”第十条规定：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
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以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离婚时该不动产按双方协议处理。 依
前法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 ，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
的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的增值部分 ，离婚时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
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根据该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买的房子，在婚后用共
同财产偿还，其结果是产权归一方个人所有，这是不公平的。“解释三 ”根据登记主体确定房产归属完
全是机械地采纳《物权法》的登记主义，并没有考虑按揭买房的具体情况，比如房产还贷时间长短及共
同还贷的比例，房产证的办理时间，及买房的目的，还有房价飞速上涨时期非首付方所付出机会成本的
损失等等。中国几千年形成的男方买房，女方配送嫁妆的结婚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 ，房子随时间翻倍增
值，而嫁妆因使用而日趋报废。离婚时按第十条规定，女方就只能“净身出户 ”，对于共同还贷的部分，
虽然可以获得相应增值的补偿，但这种补救实践中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离婚前转移财产的现象非
常普遍，男方账户是空的，无法执行。在房价飙升的今天，离婚对于女方的损失是“人财两空 ”，情感、家
庭、财产的多重损失，给离婚女性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 。因此“解释三”对妇女权益的保护非常不利。
( 二) 婚姻的伦理性受到压制，契约性被强化
马克思的一句名言： “维护伦理关系的生命，不仅是立法者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是它的自我保存
［3］
的义务。……尊重婚姻，承认它合乎伦理的本质。” 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只有信守这样的理念，我们
的婚姻家庭才能够和谐，我们的社会才有和谐的基础，而忽视了这一点，婚姻家庭的危机，只能扩大，不
能减少。因为在婚姻家庭里面，更多的不是财产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更重要的不是谁的钱多、钱少，谁
的权力大、权力小的问题，而更多的还是一个相互的信任、理解、支持和帮助的问题，它是通过这些情感
来使家庭关系稳定的，而不是靠金钱来稳定的，靠金钱是无法稳定家庭关系的。
婚姻法“解释三”忘记了婚姻关系的伦理性，把它作为一种商品关系来对待，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
义的精神的。特别是当财产制度走向 AA 制的时候，这种婚姻的不稳定因素就已经有了经济上的保障 。
有学者提出“解释三”出台的重要意义有“尊重财产个性，保护婚姻法当事人的权益； 引导当事人正确对
待婚姻关系，使婚姻家庭纠纷防患于未然……引导婚姻当事人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初设想纠纷处理办法 ，
［4］
能够促使国人逐渐养成这样的习惯 ” 。 言外之意就是让中国人养成用契约解决婚姻问题的习惯，对
婚姻财产关系提前做出约定，以绝后患。这反映了“解释三”出台者的立法意旨，就是扩大个人财产制，

强化婚姻的契约观念。我国婚姻法采取以法定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 ） 为主，约定财产制为附的夫妻财产
制度，且约定财产制优先适用，当约定财产制扩大的时候也就到了 AA 制盛行的时候，共同财产制将失
去主导地位，而共同财产的缩小意味着离婚的成本会降低 ，进而导致离婚率的继续上升。
强化契约观念来解决婚姻家庭问题是危险的 ，因为它会动摇婚姻最可贵的伦理亲情价值 ，从而动摇
婚姻的基础及婚姻存在的社会意义 。
( 三) “解释三”与婚姻法的立法目的相背离
婚姻家庭的团结与和谐是婚姻家庭得以存在的价值 ，维护、促进、保障婚姻家庭的和谐就是婚姻法
的根本任务。婚姻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属于亲属内部的关系 ，家庭成员之间是一个相互依存、协
作、扶持、帮助的关系，需要有牺牲与奉献的精神。这种关系的形成不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而是基于
自然法则、伦理法则的要求。所以《婚姻法》不是以权利为本位，而是以义务为本位； 它不是以个人为本
位，而是以团体为本位； 它鄙视、排斥自私、自利、个人利己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而以牺牲、奉献、忘我、
父母为双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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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当事人结婚后，
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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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他的大公无私的团体主义为价值判断标准 。
“解释三”按照“投资收益”、“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法则规定了房产的归属和变动 ，完全适用的是

《合同法》和《物权法》等“财产法”的制度，财产法强调的是个人本位、权利本位，是利己而非利他，这忽
视了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婚姻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 ，与市民社会的价值和利益法则不同，它渊
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 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
［6］
障、福利属性，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之中 。 婚姻中的财产关系是由身份
不需要履行任何物权变动的程序，
婚
关系决定的，夫妻一方取得夫妻共同财产权的唯一依据是夫妻身份，
姻关系中的财产关系不能以物权法为依据，
否则会导致人身关系的疏离，
亲情的淡化及家庭的离散。即使
在夫妻进入离婚程序以后，
婚姻的伦理性并未丧失，“现实中，许多离婚案件都可能涉及未成年子女问题，
根本不可能做到干净地解除夫妻关系以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彻底解除婚姻在许多案件中是不可能做
［7］
到的” 。“解释三”无形中扮演了准立法的角色，成为人们处理婚姻财产问题的准则 （ 比如，“解释三”出
台以后的“房产加名”热潮就是其作为立法导向的证明） ，所以，它必须基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尊重婚

姻的伦理性、
体现财产共享的婚姻理念，
以促进婚姻和谐文明为立法导向，而“解释三”对婚姻伦理性的弱
化，
必将会误导人们远离高尚的婚姻家庭规则，
增加了婚姻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
“解释三”出台后，在社会上引发的负面评价较多： 据《中国青年报 》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解释
50． 5% 的人担心破坏中国
三”关于夫妻双方房产归属的规定，仅有 2． 5% 的受调查者认为有利于女性，
［8］
家庭伦理，更多的人认为新解释还会引发婚前协议和财产公证热潮 。 学者的批判声音更加一针见
血。有学者批评该解释不仅是一个夫妻关系 、婆媳关系的挑拨离间者，其实施更可能导致深刻的不公
［2］

平，因为它必然侵害婚姻中通常是弱势一方的女性

。 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解释三 ”关于财产归属

［9］

的条款“有冒天下大不韪之嫌” 。
笔者认为“解释三”受到批判的原因有两个： 其一，它冲垮了中国人对婚姻的心理底线，违背了中国
几千年形成的“同居共财”的婚姻习俗，颠覆了婚姻法的基本精神，背离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 其二，“解
释三”强化了婚姻的物质因素，淡化了亲情与责任，将财产与感情完全割裂，婚姻的伦理性、情感因素完
全被剥离，降低了人们对婚姻的安全感，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二、对“解释三”科学性的反思
( 一) 违反婚姻法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越权立法
“解释三”最大的问题是超越了解释权限，属于越权解释，因为它违反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婚姻
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即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突出对妇女权益
的保护。“解释三”对财产的规定基本背离了这一原则 ，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婚姻法 》第四条规定：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
关系。”本条突出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目的，遵守了婚姻伦理性的特征，婚姻法的具体内容不得违反这
一原则，但是“解释三”完全根据财产法规则设定财产归属，不利于婚姻的和睦与文明。 具体地说，“解
释三”第五条①中将婚姻法中规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改成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 ，在第七条中直接缩小共
同财产制的范围，与婚姻法第十七条、十八条相冲突②。最高人民法院只能在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
框架内对法律规定不清的地方作出具体解释，不能超越解释依据，更不能改变被解释的法律。“解释
三”实际上改变了夫妻财产制度，缩小了共同财产的范围，扩大了个人财产的范围，这不仅损害弱者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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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规定： “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

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一般认为我国夫妻财产制为有限制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因孳息和自然增值与劳动无关，将
其排除在共同财产之外，就意味着将婚后所得共同制改成了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
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和赠与所得财
② 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
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解释三》第七条规定：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
第十八条第（ 三） 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条将产权登记“视为”赠与合
同，缩小了共同财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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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且损害婚姻的和谐，既违背婚姻的目的，也违反民意。
( 二) 将财产法制度适用于婚姻领域，忽视了婚姻关系的特殊性
作为婚姻法的“解释三”，应该根据婚姻法而不是财产法来解释，这是毋庸置疑的！ 否则解释依据
的错位就会导致解释内容的错误 。马忆南认为，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和财产法基本规则都不一样 ，财
产法是契约自由、等价有偿，追求交易安全快捷为目标，而婚姻家庭关系追求的目标不是效率 ，更多的是
一种稳定、保障，并反对等价有偿，尊重家庭的需要和可能，尊重家庭的基本职能，以维护家庭功能的正
［10］

常的实现为它的最高目标价值基础

。蒋月认为： “如果忽视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性，将民法贯彻的市场
［11］

经济原则和价值观带入婚姻家庭领域 ，将冲击婚姻家庭生活。” “解释三 ”以物权法为依据来架构婚
姻制度，忽视了婚姻的本质特征，背离了婚姻法的立法目的，违反了婚姻的客观规律和社会意义 ，将一个
物质化、契约化、市场化的婚姻关系强加给社会大众 ，其结果将导致婚姻的异化，降低婚姻的质量，并由
此产生一系列婚姻家庭问题。
( 三) “解释三”机械、孤立地规定房产归属制度，未考虑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缺陷，加深了离婚制度
的不合理性
夫妻因自然条件的差异和传统观念的影响 ，他们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是有明显区
别的，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依然相当普遍： 妻子生养子女，照顾老人，操持家务，默默付
出，妻子为家庭所投入的精力和心血是丈夫无法比拟的 ，而丈夫在职场的打拼和财富积累是妻子无法成
就的，然而正是妻子的付出才有力地促进了丈夫事业的成就。“法律能界定的只有有形资产，对名誉、
［12］
地位、知识、经验等无形资产，法律是无法分割的” ，如果离婚时按市场法则来分割有形财产不兼顾其
他因素是明显不公平的。虽然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了旨在保护女方的离婚补偿和帮助制度 ，但这些制

度基本未得以有效实施，而且对女方的保护力度较弱。在我国离婚制度存在以上缺陷的情况下，“解释
三”无视女方弱势地位机械地、孤立地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法则规定房产归属制度，是对女方权
益的极大侵害。
( 四) 刚性的“解释三”干扰了人们的家庭私事，没有尊重现实与国情
婚姻法属于民事法律，其调整的是亲属之间的内部关系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亲密的人身关系
决定下的财产关系需要当事人之间的宽容 、理解、谦让、互助才能妥善处置，立法及司法的过度介入不仅
不能妥善解决纠纷，还可能加剧紧张的家庭关系。离婚财产分割虽然发生于近于解散的夫妻之间 ，协商
的方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及避免后续执行的难题 ，同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家庭道德风尚 ，促进社会的
安定团结。“解释三”中大多条款首先允许当事人自行协商 ，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法院依据一定规
则判决，这种解释的思路是对的，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了协商不成的具体裁判规则 ，就等于预设了
协商不成的后果，对当事人形成了导向作用，因此也大大降低了协商成功的几率 。婚姻法具有较强的道
德性和伦理性，解决家庭纠纷，道德的“软约束 ”作用要远大于法律的强制性干预。 婚姻家事不管是否
涉及离婚，法律都不应当过多地干涉，给当事人自治的空间，既保护了隐私也营造了和谐。 在婚姻法已
经对基本制度做出规定的情况下 ，面对各式各样的个案，司法解释应当保持适度的“沉默 ”，只有法律适
用缺位了，道德的力量才能体现出来，用伦理道德约束人们的婚姻家庭关系，才能真正回复家庭本来的
意义。
用契约制度规范家庭关系是西方国家的传统 ，强化婚姻的契约化不符合中国国情 ，法律应当尊重中
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传统，扩大共同财产制，而不是扩大分别财产制。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
有诸多不稳定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聚合力弱化、家庭问题日趋严重； 在经济的市场化初具雏形
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强化家庭契约化将加剧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沦丧，进而会影响社会稳定。“解释
三”所释放出的婚姻家庭契约化、金钱化、庸俗化的趋势应当予以警惕！
三、对“解释三”适用的建议
《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是司法解释和司法审判的基本法律依据，“解释三 ”只能补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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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适用，其适用不是孤立的，要放在《婚姻法》的基本制度框架下来理解和适用，不能与婚姻法的基本规
定相违背。
首先，坚持当事人约定优先适用的原则 。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只有夫妻双方对婚前和婚后
财产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才适用第十七条 、十八条的法定财产制。只要约定自愿、公平、合法，就优
先适用。比如“解释三”第七条和第十条采取的是协议优先的原则 ，体现了婚姻法中财产关系的意思自
治，符合私法理念，然而，第五条和第十一条无约定财产制的规定 ，完全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笔者认为
对夫妻婚后财产归属的认定及离婚财产分割均应当坚持当事人约定优先适用的原则 。
其次，坚持以婚姻法的基本制度为基础灵活适用的原则 。对于离婚财产分割应当坚持婚姻法第三
十九条所规定的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原则来判决 ，同时婚姻法又规定了经济补偿制度、生活帮助制度、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确定离婚财产分割时要与以上制度结合来适用 ，以不违反婚姻法的规定为原则和
前提，不应孤立地适用“解释三”。
再次，结合婚姻的存续时间和当事人具体情况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婚姻家庭纠纷，司
法的过度干预将会抹杀本应存在于家庭成员内部的一种天然的协调能力。“解释三 ”的很多条文本身
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这就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法律空间 。就离婚房产纠纷而言，妇女作为
弱势群体，存在什么样的现实困难，离婚的过错在哪一方，谁的证据更加客观、更有说服力，法官看得最
清，所以，给予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必要的 ，也是合理的。
结

语

解决婚姻问题，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法律的科学引导和规范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引导人们形成正确
的婚姻家庭观念，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应当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 。我国婚姻法上的夫妻财产制度基本
上反映了婚姻同居共财的规律，但由于其规定过于原则，给司法解释留下了空间，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
院所做的“解释三”明显地超过了解释权限，并作为准立法将会发生对中国人现实婚姻的误导，这一现
象是值得警惕的，笔者希望未来婚姻法能对这一问题予以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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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For a long time，China has been facing the dilemma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among which
the first of all is concerned with national sovereignty，that is the ownership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nd
their surrounding waters． So far，we have defined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ea of the Xisha Islands． But as
to the Nansha Islands which involves in the greatest dispute，the baselines haven’t been decided and the legal
nature of its surrounding waters is unknown． In addition，problems such as the ownership and exploitation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Hainan caused by sovereignty，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and 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to disputed waters，are very notable and call for immediate solution．
Now that problems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are very sensitive and complex，ways and solutions are much
more concerned． For this purpose，our journal invite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Law School of Hainan University
and Hainan Law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outh China Sea，who will discuss the above problems based on the
national － funded social science projects they host and participate in，in the expectation of bringing more concern and encouraging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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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Re-thinking about Judicial “Explanation III”for Marriage Law
Ma Haixia
（ Law School，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Zhengzhou，Henan 450011）
Abstract：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applied in Marriage Law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xplanation III for some issues provides lots of new rules for marriage housing property’s affiliation． With shortage
of protection on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it is publically doubted as it also challenges China’s traditional
marriage ethics organization． By using the detailed and argued clause，this essay is to rethink about these explanations profoundly in the aspect of judicial legislation value； besides，the essay also proposes some personal ideas in the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in the judicial case．
Key words： marriage law； explanation III；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ethics； marriage family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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