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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妻制的古代传统与现代法的应对
职业女性而言 多妻制看上去是一个很
多妻制的古代传统与现 美
妙的主意她在职场上战斗家里有个
放心的人在照看她的孩子 南非现任总
代社会的遗迹
统是一个多妻制赞同者 将多妻制当做
，

，

，

”。

现代婚姻制度以一夫一妻制为标
志。 历史地讲，一夫一妻婚姻的合法性，
制度上起源于古罗马， 观念上源于基督
教。逻辑上看，一夫一妻制对应于团体婚
制或多元婚制， 其中包含了一夫多妻制
和一妻多夫制。 团体婚姻或多元婚姻是
一个性别中立的术语， 它指有多个配偶
的婚姻，并不管性别的组合。
人类学者默多克提出， 世界
1957 年
文明中75%的人群实行着某种程度的多
妻制，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夫多妻。一
妻多夫并不普遍，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称此制存在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 法国
社会学家涂尔干专文探讨过那里的多夫
制。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称为一夫一妻
多妾制。 当代婚姻法学者有时候作出形
式上的界定和实质上的界定。 从形式上
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因
为从法律上讲，“ 妾不是妻”； 从实质上
讲，一个男子与多个女子共时同居，妻与
妾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因此，古代中国实
际上为多妻制。
现代法律反对多妻制， 但是现实生
活中，多妻制的遗迹普遍存在。 在美国，
大约有3 万到10 万个家庭实行着多元
婚姻。 19 世纪30 年代， 约瑟夫
密斯
·史
创立了摩门教，教徒们实行多妻制。 1890
年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打压之后， 曾销
声匿迹一段时间。 不过，到了20 世纪，原
教旨主义者们一度要复兴摩门教， 信奉
并秘密实行多妻制。 他们把自己的信仰
视为“ 天堂婚姻” 或者“ 天堂法则”， 称之
为“ 宗教信仰、 政府结构和良好宪法自
由的核心”。 他们称“ 多妻制属于婚姻的
习俗， 是上帝的盟约和法律”，“ 在适当
的规则下， 它是神圣的、 正义的、 善良
的、纯洁的制度。 以上帝的名义，它丰富
地保佑、保存和兴旺了一个民族”。 除摩
门教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多妻制信仰者，
其中包括福音基督教徒、 非洲希伯来耶
路撒冷犹太人、 亲伊斯兰民族和逊尼派
的穆斯林。
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黑人种族主义
者也支持多妻制。有些黑人团体认为，多
妻制是保持黑人家庭的方式。 在他们看
来，67.1% 的黑人孩子出自于婚姻之外，
活于贫困之中。 实行多妻制，能
34.5% 生
使黑人女子得到男人的资助， 孩子得到
现实的和忠诚的父亲。 激进的女性主义
者们则把多妻制当做性别战争的潜在武
器，“夫主外妻主内” 的婚姻使女子在家
庭及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 多妻制却
给了她们一种选择， 它能够在婚姻中提
供一种“ 姐妹情”， 由此平衡工作和家庭
义务，使每个妻子有更多的休闲时间。犹
他州妇女组织副主席露西
琳说，“ 对
·马

，
，

一种抗击艾滋病的武器 法国第一夫人
卡拉宣称多妻制优于一夫一妻制。 南非
承认了包括多妻制在内的旧式婚姻， 加
拿大政府一度研究是否应该将多妻制合
法化。

美国摩门教的多妻制习
俗与现代法律的围剿
纪， 摩门教在美国东北和中西
19 世
部地区兴起。 北纽约一个叫做史密斯的
农民， 称他从一个天使那里接受到了一
只金盘，上有摩门书。书中描述了一段历
史， 讲述面对被驱逐的希伯来人如何迁
徙到美洲大陆。他翻译了此书，与他的几
个追随者于1830 年正式建立了摩门教。
密斯及追随者们在美国
，史
1830 年
中西部（俄亥俄和密苏里） 建立了共同
体，他们争取地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在地方、州和联邦层面上担任政治公职。
从其早期开始， 就有传闻摩门教实行多
妻制。 摩门教与对立势力的紧张关系最
终导致了武力冲突， 州长发布命令驱逐
和“消灭”摩门教徒。 史密斯以叛国罪被
宣判死刑， 他让他的继任者扬把摩门教
迁移到伊利诺衣。当史密斯逃出监狱后，
他在那里与摩门教徒会合。 1839 年， 摩
门教公开实行多妻制，那一年，史密斯娶
了一位16 岁的女孩。 摩门教徒与当地非
教徒的冲突依然存在。 异议者的报纸谴
责史密斯和他的教会头目们对市政府的
政治控制，并谴责他们的多妻制。教会控
制的市理事会则突袭了报社办公室， 捣
毁了印刷厂。 市政府后对史密斯和其他
教会头目提起指控。 史密斯在特殊的保
护下被送进了监狱。不过，由于安全措施
疏漏， 他被一个愤怒的暴徒杀死。 扬于
至1848 年将摩门教从伊州经爱
1845 年
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最后到达犹他
州，此后，多妻制才成为公开的教会官方
教义。 摩门教特别选择一个无人居住的
地方，以求自治不受地方政治、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干涉阻扰。 1852 年， 扬公开批
准了多妻制， 教会和头目们广泛地致力
于多妻实践。 1856 年至1857 年间，也就
是著名的摩门教改革时期， 一夫多妻迅
速增长。 在其最为流行时期，近20%的摩
门教徒实行多妻制。 1857 年6 月， 布坎
南总统任命犹他州新州长， 同时任命一
大堆司法和行政官员。为了保护他们，且
在犹他重建联邦秩序， 总统派送了2500
名骑兵。 联邦军队与摩门教徒在盐湖城
交战。 次年， 总统派员与摩门教达成和
解，扬投降，新州长上任。
美国内战后，国会、法院和州联手对
付摩门教。 1862 年，国会通过了莫利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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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个被多种定义的词。
“80 后
”， 一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到底在想什
么？ 笔者试以亲历者的观察结合典型
案例对此进行分析。
案例一：
赵C，1986 年生人，2009 年换二代
身份证时，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分局认
为此名不符合规范，拒绝更换，赵C 因
此诉诸法庭。 一审法院判决赵C 胜诉，
月湖分局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调
解结案，赵C 同意改用规范汉字，月湖
分局免费为赵C 办理二代身份证。
从法律上来讲，民法通则赋予公民
姓名权，只要姓名不违反法律、法规的
禁止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 就可以
使用。 而根据“私权利，法律不禁止即
允许”的一般法律原则，我国法律并没
有禁止公民将英文字母作为名字使
用。 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不存在法律
适用上的错误，亦无可非议之处。 值得
探讨的是二审法院的做法，二审法院与
其说是进行了一次法律的裁判，不如说
是调解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角力，人们
想知道法律对于80 后追求时尚与国际
化的行为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可
是，结果是模糊的，这恰恰反映了这个
时代的真相—
的标新立异与传
——80 后
统观念只能在妥协中各自行走， 但是，
我们可以说，没有哪种传统观念能局限
下一个时代，80 后人经常因为不合传统

在利比里亚内地实行的一夫多妻制, 土著人往往把妇女与财产等同看
待。 图为部族酋长多妻室遗址。
料图片）
（资
案，禁止多妻制。 该法案规定：“有一夫或
一妻共同生活的任何人， 在美国境内或
排他司法管辖区内嫁娶其他人者，……
将被判处重婚罪。犯罪一旦确立，他将被
处以不超过500 美元的罚金， 不超过5
年的监禁。”任何宗教或者慈善团体不得
获得或者保有超过5 万美金的不动产，
超过部分将没收归于联邦政府。 1874 年
国会通过的波兰德法案， 则选择通过司
法来反对多妻制。从此，立法与司法开始
合并发挥作用。 该法案取消了犹他法院
除离婚外的民事、 刑事和大法官事务案
件的管辖权。于是，多妻制的诉讼集中于
联邦法院， 摩门教领袖们遭到联邦检察
官的逮捕。
此法案下的瑞诺尔兹案最为著名。
此案中，被告是扬的私人秘书，在发案之
前几个月刚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 被告
不是教会的头目， 只是在教会里享有受
尊重的位置。 他被挑选出来作为多妻制
的公共形象：老男人娶小女孩。 起初，本
案双方曾达成妥协：被告方提供证人，检
方不定罪。但是，当摩门教得知官方会反
悔的时候，他们都拒绝作证。被告几乎无
法被认定犯罪的时候， 非摩门教的律师
建议传唤被告的第二个妻子亚美利亚出
庭。亚美利亚的怀孕体态，成为被告多妻
的证明。 陪审团判定被告有罪， 被告不
服，上诉直至联邦最高法院。双方都聘请
了杰出的律师，检方集中讨论多妻制、道
德性和人道主义， 被告方则讨论宗教信
仰自由， 还引用了麦迪逊和杰弗逊宗教
信仰自由的理论。 最高法院同意检方的
意见， 认定摩门教徒没有多妻的宪法性
权利。 斯卡里大法官在判决书里写道，

北欧和西欧各国中，多妻制永远是可
“在
憎的。直到摩门教建立为止，它几乎是亚
洲和非洲民族的专门生活特征”。大法官
引用检方的说法：“多妻制是亚洲人和非
洲人的生活方式， 它劣于西北欧洲的生
活方式”。 多妻制是“未开化的”陋习，类
似于印度教中妇女被火焚的殉葬制度。
大法官的结论是， 多妻制会损毁民主自
由的国家。
此后，1882 年和1887 年两部爱德
蒙法案依然通过诉讼打压多妻制， 到19
世纪末，摩门教徒开始定居他所，如亚利
桑那、 内华达、 怀俄明和科罗拉多， 另外
一些则去了他国， 如加拿大和墨西哥。
门教主席武德鲁夫发布声
， 摩
1891 年
明：以上帝的名义放弃多妻制实践。 2 年
后，犹他宪法正式宣告“多妻制度和多元
婚姻永远被禁止”。 如今，多妻制在全美
国范围内都是违法的。同时，因为证明的
困难，法律执行机关对多妻制采取“自生
自灭”的态度。 在法律层面上，州政府采
取间接的方式应付多妻家庭， 比如禁止
儿童重婚，提高同意结婚的年纪，对逼迫
年轻女子多妻的犯罪提高刑罚。

中国过去的一夫一妻多
妾制与现代香港法的应对
前已提及， 在中国古代， 形式上为
一夫一妻制， 实质上则实行多妻制。 古
代社会， 但凡官宦殷实之家， 男主人大
多纳妾。 于是， 中国古代家庭内的称呼
是异常复杂的。 以《 唐律疏义》 为例，《 名
例》 篇涉及“ 母” 名号的地方， 有“ 亲母”
母）、“ 继母”（ 嫡母死亡或者被休， 父
（生

亲再娶的为继母）、“ 嫡母”（ 父亲非生己
身的妻、 庶子称父之正妻为嫡母）、“ 慈
母”（ 妾无子女， 或者妾的子女失去母亲
的， 父亲指令他们成为母子， 称为慈
母）、“ 出母”（ 被休弃离家之母）、“ 养母”
儿， 收养宗族内人的儿女， 称养母）。
（无
以女子名号区分， 则有“ 妻”、 “ 妾” 和
五品以上通贵之高官， 有资格
“媵
”（ 唐
在妻之下、 妾之上增加媵）。
中国人讲究等级有序的礼制， 在家
庭内部也是如此。 为了让成群的妻妾有
序， 法律于是规定了妻妾不同的法律地
位。 法律等级既定， 妻妾地位则不许僭
越。《礼记》载，夫妻为“阴阳之分，夫妇之
位也”。 妻是娶的，妾则是买的。 《唐律疏
义》解释说，妻者，齐也，秦晋为匹。 妾通
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辈类；妻
讲究门当户对， 夫妻平等。 《说文解字》
说，“ 妇， 与夫齐者也”， 妾则讲究男女恩
爱；妻只有一个。《唐律疏义》解释说：“一
夫一妇， 不刊之制。 有妻更妻， 本不成
妻”，妾则无定数。
妻子只能够有一个，因此，法律禁止
一女两许，更禁止有妻再娶。《唐律疏义》
第175 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辄悔及更许
他人” 规定： 悔婚者， 杖六十； 更许他人
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
情， 减一等。 第177 条“ 有妻更娶妻” 规
定： 有妻更娶者， 徒一年； 女家， 减一等；
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 妻妾
不得乱位。 第178 条“妻媵妾乱位及以婢
为妻”规定：以妻子为妾，以奴婢为妻者，
徒二年； 以妾及客女（ 地位高于奴婢） 为
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若
婢有子及经放为良者，听为妾。 《唐律疏
义》解释道，乱位者，亏夫妇之正道，亵渎
人伦法则，颠倒上下尊卑，混乱了经典礼
制。 另外，婢虽放良，也不得为妻。
同理，发生夫妻媵妾打斗的地方，刑
罚的处罚也是不一样的。 依唐律《斗讼》
篇第325 条， 夫殴妻致伤者， 减凡人二
等，致妻死亡的，以凡人论。 夫殴妾者折
伤以上者，减妻二等。 妻子殴伤杀妾，与
夫殴杀妻同。 夫过失杀死妻妾的， 多无
罪。 第326 条规定，妻殴夫者，徒一年；若
殴伤重者，加凡人斗伤三等。致死者，斩。
媵及妾犯夫者， 各加一等。 过失杀伤夫
者，各减二等。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妾
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妾
犯媵者，加凡人一等。 杀者，各斩。
前， 中国婚姻制度一直保持
1949 年
着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传统。 1950 年婚姻
法确立了大陆地区的严格一夫一妻制
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妾”，法律上并无
规定，实践上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势。国内
学人对此的法学探讨也鲜见于法律文
献。 不过， 东南亚和香港地区的司法实
践， 倒是反映了西方现代法律对东方多
妻制的应对。
西方人在东方殖民之后， 适用了西

后的诉争及诉争的背后

观念的行为表现被人称做“垮掉的一
代”， 这种说法与其说是一种从现象到
本质的揭露， 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惯
性—
一代人都会被上一代人批评，
——每
所用的措词虽不相同，但都表示了本质
上相同的担忧和痛心， 比如美国19 世
纪末20 世纪初的一代人被称为“迷茫
的一代”，20 世纪60 年代到70 年代的
青年则被称为“嬉皮士一代”，70 年代到
代的青年被称为“电视一代”。 但
80 年
是，实际上，没有哪一代人不可救药，每
个时代都以自己独特的光芒表现出时
光的更生力。
案例二：
杨子芸，1983 年出生， 某城市大
学研究生，因出现精神异常表现，1 月
被学校送往西安某医院精神病
15 日
区住院治疗，1 月16 日远在山西农村
的杨父赶到医院，1 月17 日早上8 时
左右其父为其去买酵母片离开约有5
分钟，回来后找女而不见，后医院的清
洁工在住院部楼下发现了杨子芸的尸
体，杨父诉至法院。
本案的首要法律问题在于医院对
其所诊疗的精神病人住院期间的自杀
行为应当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 但是
引起我们注意与关心的主要是80 后
的精神疾病与自杀、 他杀问题， 因为，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们可以认定为
这三种事项：精神疾病、自杀、他杀，有

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痛苦感。 这使得我们
再次想到马加爵事件， 讨论马加爵已经
不再风行， 但马氏杀人依然是一个不会
落时的经典案例， 他的心理动机病态地
反映了80 后人的常态心理：马氏们很痛
苦， 痛苦源自他们实际拥有的与想拥有
的明显不足。 他们已经不像上一代的人
在一定程度上以贫穷为荣， 尤其是当既
贫穷又学业突出、表现不凡时，他们更会
表现出难以言说的光荣感。 可是，80 后的
价值观却发生了较为反向的转变， 贫穷
意味着不能享受很多感观上的尊荣， 比
如说质感舒适的手机、 所谓高品位的着
装…… 而事实上，或许，感官上的刺激比
任何刺激都更猛烈一些。 我们只能呼吁
从容面对这种差别， 而能使他们从
80 后
容面对的关键就是请国家用制度告诉他
们， 不好的状况只是暂时的， 现在虽“ 白
手”，亦有“起家”时。
案例三：
某男，1981 年出生，某女，1983 年出
生，二人经人介绍相识半年后结婚，婚后
两个月分居，分居时间长达九个月，后该
男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进行财产分
割。 离婚并分割财产的案件从法律上来
讲称不上棘手， 本身的可探讨性也不是
很大。但是从人生的角度来看，婚姻绝对
是一个不小的大课题。 现在我们就说说
的闪婚。 很多人都指责，闪婚是80
80 后
后独有的劣迹，实际上，自从人类有历史

以来， 闪婚非常普遍， 远不必说， 只说我
们的父辈们， 经人介绍后三五个月结婚
者似乎比经历马拉松式的恋爱而后结婚
者更为常见，所以，80 后真正的问题， 不
在于闪婚， 而在于闪离， 进而也可以说，
闪婚并不必然导致闪离。可是，事实证明
闪婚的80 后似乎更容易闪离。 这是为什
么？ 究其原因，80 后的一代更加注重自
身的感受与自我价值的追求， 他们不会
轻易为对方作出改变， 不会轻易为了对
方的需求而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 不会
为了成就对方而完全地牺牲自己。
案例四：
陆小勇，1984 年出生， 因信用卡透支
元，被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他在判
3000 多
决生效十天内偿还银行本息3673 元，并
且还要支付追索费用300 元。 在这起官司
中，小陆没有出庭，但是，这并不影响法院
强制执行他的账户。 从法律的角度讲，这
种案件是典型的债权债务纠纷，只要债权
人有相关证据证明债权的存在及数额，其
请求一般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我们这里需
要关注的问题是80 后的消费意识问题，
似乎总是处在赤字当中，这种困局一
80 后
是源于他们的人生正处于上升期，需要开
拓的领域很多； 二是源于他们的消费意
识，80 后的消费意识与上一代人相比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 他们突破了传统的重节
俭、重储蓄的观念，喜欢享受物质消费带
来的精神上及物质上的舒适，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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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与上一代明显不同，上
一代生活在一个产品需凭票分配否则就
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年代，而80
后却生长在一个鼓励消费的年代，经营商
们非常谙熟用影响价值观的方式引导消
费，频繁用广告词向人们灌输一种利于产
品销售的观念， 而80 后因为年轻的敏锐
感而“深受其害”，但是，收入的微薄远不足
以支撑敏感的欲望，这样，透支就成了最佳
选择，很多80 后变为“卡奴”：使用可透支
的信用卡并没有使他们更有力地主宰人
生，反倒成为信用卡的奴隶，反为消费及还
款所累。 80 后必须警惕自己成为广告的俘
虏，坚持某些消费原则，学习理财，并且生
活也会让他们逐渐懂得，储蓄是必须的。
案例五：
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一个关
于因80 后跳槽而引发诉讼的案例，能找
到的， 主要也是因为从甲公司跳槽到乙
公司后泄露商业秘密而引发的诉讼， 与
跳槽行为本身没有直接关联性。 案例难
找本身或许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跳槽
行为确实太频繁了， 以致追究跳槽者责
任得不偿失。 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80 后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频繁跳槽的原因。 法
律专业的人比较理想的实务性职业是法
官与律师， 大部分人想参加并通过司法
考试再顺理成章地进入到法官队伍或律
师队伍中， 但是现实中的各种经济上的
压力、 长辈的压力及同级学生就业的压

方的法律。在财产制度方面，按照西方人
的理念塑造东方人的生活，不在话下；而
在人格身份方面， 推行西方的生活方式，
却困难重重。 多妻制的问题，尤为突出，因
为总不能够让妾携子流落街头，滋生社会
问题。 在香港，一夫一妻多妾婚姻称为“旧
式婚姻”。 黄海如博士写有《香港法律对旧
式婚姻妇女权益的保护》一文，详细地分析
过旧式婚姻在现代法律体系下的应对方
式。 总体的原则是，法律维护婚姻上的一
夫一妻制，不过，过往既成的妾类，其法律
上的权利应该受到人权法的保护。
这里， 以黄海如博士所引用的一宗
发生于2007 年的继承案件，我们可以看
到现代香港人如何处理妻妾的财产纠
纷。死者被继承人为一医生，他的妻子先
于他死亡，且无子女，也无遗嘱。 被继承
人有两位母亲，一为被其父休出之生母，
一为妾升为妻的慈母， 被继承人对慈母
有养育之恩。 被继承人死亡后， 慈母为
遗产执行人。 生母为了得到财产， 状告
了慈母， 要求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 法
律的问题是， 二位母亲如何继承死者的
遗产？ 依据香港1971 年《 无遗嘱者遗产
条例》 第4 条第7 款， 无配偶及无子女
者， 父或母可以继承财产。 该法为现代
法律， 并没有考虑到母有妻妾的问题，
而现代法律精神则只承认子女只有一
对父母。 本案中， 原、 被告都是死者的母
亲， 就当初的身份而言， 一为妻， 一为
妾， 前者生了被继承人， 后者养育了被
继承人。但是，现代法律却不承认“妾”作
为死者的“母”的身份，因此，二级法院都
没有支持这位被告“妾”。 被告上诉到了
终审法院，援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她
要求提供慈母继承的权利。 终审法院仍
然不支持被告依照《无遗嘱者遗产条例》
继承死者的遗产。法院认为，只有一位母
亲可以继承财产，也就是死者的生母，即
原告。 不过，被告对死者有养育之恩，因
此， 被告仍然可以按照1995 年《 财产继
承（ 供养遗属及受养人） 条例》 第三条第
和第4 款， 从死者的遗产中获得经
1款
济的给养。
历史上讲， 多妻制是古代社会的普
遍现象，后来多存在于亚洲和非洲，但也
特殊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以西欧、北欧和
北美为代表的“ 文明” 社会， 多妻制被视
为野蛮和邪恶。在那里，多妻制因与现代
平等和民主原则冲突， 受到法律的强力
打压，而在东方社会，现代法律则保持了
宽松和变通的方式，那就是：在推行一夫
一妻婚姻的前提下， 对历史遗留的多妻
制所涉人群，适当予以人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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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得他们等不及司法考试的到来或是
等不及司法考试的再过来（因为未通过
考试）而迫切地加入到广撒简历、勤跑招
聘的队伍中去，终于，大部分的人在公司
中找到了工作， 主要为文秘工作与推销
工作。 但是，一两年后，相当一部分人会
发现，找工作可以不对口，但是法学似乎
才是自己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生的优势，
依靠法学专业才有实现理想的可能， 于
是，离开现在这份工作成为了必然。回头
的人中， 一部分人经过公务员考试进入
了法院， 一部分人因为未考取公务员或
热爱律师职业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
个转变， 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所
以， 跳槽并不一定意味着80 后拈轻怕
重， 这或许是他们表现对未来人生和未
来家庭具有责任感的方式， 他们在不同
的阶段要为不同的事情负责： 刚毕业
时， 他们主要追求的目标是独立于父母
并得到能力上的锻炼， 工作两年后， 他
们开始考虑进入婚姻， 而这就意味着他
们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需要资金购房置
车或是达到一个基本的物质条件（ 这一
点， 在家境较困难的８０ 后那里表现得
更为明显）， 过了这个阶段后， 他们的目
标转变为追求可持续的发展， 并力求为
社会有所贡献。 如果有一个工作单位能
满足他们的这些发展性的需求， 他们显
然不会跳槽，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
这么幸运。
其实，80 后的问题何止仅存在于80
后， 整个社会都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去
分辨新类型的“ 好” 与“ 不好”， 并去作出
相应的肯定与否定， 使得我们的道德观
与公序良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
更生力与约束力。
谨以此记80 后。
者单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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