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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婚姻问题司法治理的实践及特点

“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省诸暨市
枫桥镇，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治理经验。
近年来，枫桥在村规民约建设上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已发展成“枫桥经验”的
重要内容，成为各地学习的典范。由于
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村社会
复杂性和多样性特点并存，当前的村规
民约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村
规民约的制定与不断完善，对新农村建
设与乡村振兴有着诸多积极作用，是乡
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已有
村规民约的基础上，根据村庄实际情
况，因地制宜地提出更加法治化、系统
化、规范化的村规民约样本，是进一步
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

村规民约的历史发展

民间规约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与多形态性。所谓民间规约，实际上是
指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之中形成的，存
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或某种特定的文本
之中，在一定地域内实际调整人与人之
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非官方行为规范。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我管理的规则
一般为乡规民约，也可称为村规、村
约。它是村民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的一种习惯。乡规民约在
中国古代历史久远，成为传统社会中主
导乡民生活的主要规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村民自治的实
施，村规民约的发展进程加快，呈现出
了明显的时代特征。特别是 1998 年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以来，村规民约也
被纳入村民自治的总体框架之中。前些
年，毗邻诸暨的绍兴其他地区对于村规
民约的认识和创新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
层次，特别是嵊州市的“八郑规程”、
绍兴县的“夏履程序”、新昌县的“乡
村典章”，都反映出2005年前后绍兴部
分地区在村规民约建设方面取得的长足
进步。在前叙村庄规范体系中，“八郑
规程”和“乡村典章”是典型的村规民
约体系，其核心问题在于提升村务公开
水平，加强村务监督。“夏履程序”则
更多的是乡镇党委政府指导村民自治的
程序性规范，虽然很多规则内化为所属
村庄的村规民约，但总体上行政指导意
义明显。这些地方性规则的创设，提升
了乡村社会中村规民约的制定水平和层
次；凝聚了地方干部与群众的共同智
慧，是村民自治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
表现。

当前“枫桥经验”逐渐从基层综合
治理经验转变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新样本。特别是 2003 年前后随着“民
主法治村”建设的广泛实施，大大提升
了“枫桥经验”的外延和内涵，“枫桥
经验”也逐渐发展成融“自治、法治、
德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是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
同时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
式，蕴含着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基层法
治成长的巨大空间。枫桥泉四大队早在
1977 年就制定过 《枫桥区檀溪公社泉
四大队治安公约》，这是改革开放前中
国基层社会较早由群众自发制定的村规
民约之一。《1987年枫桥区乐山乡大溪
村村规民约》《2006年枫源村民主治村
规程》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村民自治规
范；此外枫桥镇陈家村曾在 2008 年制
定过一套《陈家村村规民约》。这些标
志性的村规民约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作
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枫桥的一系列村规民约在诸暨和浙
江其他地方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浙
江省全面修订和完善村规民约的工作在
2015 年前后全面展开，有力促进了基
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建设，但依然
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
程中，如何进一步提升现有村规民约的
水平，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一
环。

当前村规民约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村规民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
它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与特定的社
区、地域、人群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
紧密相关。正由于这样一种“地方性”
局限，村规民约经常超出国家法律的范
畴。如何使那些“溢出”部分具备相应
的合法性，或使其纳入法律范畴，成为
我们考虑村规民约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
题。

村规民约形式化倾向
近年来，各地在村规民约的文本建

设方面取得一些重大的成绩，但是村规
民约内容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实施效果不
容乐观。首先，现行大多数村规民约呈
现出内容雷同、结构相似的问题；创新
少，内容取向也过于保守。一些涉及男
女平等的实质性问题要么明文限制妇女
权益，要么直接漠视之。对于核心问
题，以男性为主的村庄政治精英总是以

各种“老规矩”或“潜规则”为理由推
脱之，不敢破题。实际工作中，多数村
规民约条款形式上以走过场为主，主要
是应付上级检查之用，缺乏村民权益保
障和权利平等的实质性内容和机制。其
次，大多数村规民约制定程序存在瑕
疵，多数村规民约由村党支部、村委会
等制定，村民参与程度低，认同率不
高；“贴在墙上”成为形式化标志。此
外，乡镇人民政府在这一领域缺乏统一
指导和规范，也缺乏应有的重视。

村规民约的部分内容与法治精神相
违背

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封闭性，以及
村民利益的相对狭隘性一定程度上体现
在村规民约中，使得村规民约必然存在
一些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条款。特别是
在村民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有所
冲突的地方，村规民约显现出不愿妥协
的立场。加上国家无力干预农村社会生
活的各个细小方面，致使某些不合国家
法治精神的村规民约条款得以长期实行
于乡村社会，从而使村规民约的某些内
容备受争议。

如村规民约中最为凸显的问题是妇
女权益的保障问题。特别是出嫁女、媳
妇、丧偶离婚妇女，由于土地的价值不断
增值以及村庄福利的不断提升，她们的
权益在父权制的村庄政治中始终处于不
利状态。男女事实上的权利不平等在各
地村规民约中进一步固化甚至加剧。由
于我国长期传承的“从夫居”传统，使得
男性村民事实上成为“永久村民”，而女
性居民则是“临时村民”；只要女性一旦
结婚，基本上就会失去村民资格或者失
去村庄集体资源分配权。媳妇、嫁城女、
招赘女、上门女婿及其子女的法定权益
要么被剥夺，要么被减少，要么被漠视。
村民代表会议制订的方案时常与有关政
策、法律、法规相抵触，特别是农村妇女
的实际利益严重受损。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规则的
制定也许是通过合法程序的，但其内容
明显背离了相关法律法规精神，属于不
合法的规则。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村规
民约的地域性和相对独立性而忽视其本
身的合法性建设。1998 年的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
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
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
的人民政府备案”，由此奠定了村规民
约备案的法律基础。但是实际操作中，
几乎大多数乡镇人民政府没有建立村规

民约备案审查机制，导致村规民约的合
法性审查环节缺失。

关于村规民约内容简约模糊的问题
考察诸暨等地的村规民约的文本，

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容主要带有宏观纲领
性、模糊性特征。对于具体的乡村事务
处理，主要是通过临时性的办法或细则
来处理。因此，在办法、细则与规约总
纲之间，在内容上常常不能协调。比如
总纲明确规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而细则中农村出嫁妇女土地权益分配方
案则与国家法律法规背离。同时，从内
容涵盖的角度看，许多村庄敏感的事务
没有纳入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之中。比
如，一些村庄中村民共有旧建筑改造问
题、邻村冲突问题、公共卫生设施建
设、生态环境保护、人文素养提升问
题，在现阶段的村规民约中都没有涉
及。在当前的村规民约设计中，由于缺
乏必要的前瞻性和同步性，很少涉及对
这些纠纷的事前规范。当前浙江乡村，
民营经济发达，经济交往频繁，生产生
活关系逐渐复杂化，有必要针对社会变
化对村规民约的内容作出适时调整，以
尊重历史传统、尊重村民创造的态度来
丰富村规民约的内容。

在传承和发展“枫桥经
验”中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

55年来，“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依
然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到“矛盾不上
交”，实现“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
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村规民约的制
定过程本身就是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搞
好村民自治工作的过程，是“枫桥经验”
在新时代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通
过自治组织，进行充分的协商基础上通
过的村规民约，才能得到广大村民的认
同，取得实际效力，具有生命力。村规民
约是村民自治的表现，村民自治则是村
规民约取得法律地位的前提。在村规民
约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村民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保证村民广泛的参与权和讨
论权，是保证村规民约具有民主性的重
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为乡村治理指明了方向。枫桥等地以修
订完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为契机，开始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理顺乡村治理主体
关系，提升乡村治理的品质，由此加快乡
村治理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弘扬和丰富
了“枫桥经验”。

以宪法法律为基准，提升村规民
约规范化水平。村民自治章程、村规
民约是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
赋予村民自治重要内容，其合法性不
仅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也是贯彻落
实现行法律的重要表现。村民自治章
程、村规民约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现
行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如不
能违反国土保护等基本国策，不能与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六大整
治”等党的政策相违背。此外，基于
村级组织村自治组织没有行政执法
权，涉及到剥夺人身自由、罚款的，
必须及时废除；采用民法中相关损害
赔偿的原则进行替代。比如运用“可
暂扣或取消法定权益之外由村给予的
有关福利待遇”的方式作为罚则。

恪守程序，严格按法定程序修订
村规民约。程序正义是实现实质正义
的前提。在村规民约的修订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修订程序的合法化。具
体而言，首先将制定程序明确分为起
草、审议、表决、公示备案四个阶
段。第一，起草阶段。由村两委发起
提议，成立村规民约起草小组。第
二，审议阶段。由起草小组会同村两
委、村民代表进行初步审议。审议重
点是：原有不合法的内容是否删除；
原有村规民约中的性别歧视条款是否
清除；是否制定了体现性别平等条
款；审议合格后交由村庄按照村规民
约修订程序进行表决；不合格或有重
大分歧者暂时搁置，延缓表决，推迟
修订。第三，表决阶段。由村委会组
织召开村民大会对村规民约修订草案
进行表决；由本村过半数十八周岁以
上村民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
表参加的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并经与
会人员过半数通过方能生效。第四，
公示与备案阶段。修订草案表决通过
后，在村内公示7天；公示期过后无
异议即日生效，同时提交乡镇人民政
府备案。

因村制宜，根据村情民情完善村
规民约内容。“十里不同风、百里不
同俗”，村庄因为其特有的地理位
置、历史习惯、经济发展水平而呈现
出多样化的趋势，所以村规民约的设
计必须紧紧围绕本村的特点来进行。
诸暨市的社区村庄已经呈现出现代化
小区、城中村、城郊村、山区村并行
的局面，应当根据这些实际情况设计
不同类型的村规民约版本。比如诸暨

市草塔镇上下文村是山区农业村，历
史文化积淀也比较丰富，在内容上就
侧重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传统建
筑、尊重传统文化、发展蓝莓经济等
内容；草塔镇屏坞村山林资源丰富，
又处于青山水库上游，就侧重在竹木
资源保护、河道环境整治等内容；诸
暨市大唐镇里蒋村传统文化资源深
厚、民风淳朴，就侧重在宗祠古迹保
护利用、尊重乡贤作用、弘扬家训家
风、邻里和睦、孝老爱亲、婚丧简办
等内容上；大唐镇开元社区、路西新
村，草塔镇莼塘东村是袜业经济发展
的核心区，也是家庭作坊的发达区，
内容就侧重设计产业调整、环境整
治、村组协调、反对违建、门前三
包、消灭赤膊屋，加强外来人口管理
等方面的内容。只有贴近村情、贴近
民意，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才有
生命力。

加强村规民约的实施效力，提升
村规民约权威性。“徒法不足以自
行”，任何法令或规则效力的发挥关
键看执行。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
是全体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准法
律，具备严肃的执行效力。村民自治
章程、村规民约只有内化于心、外化
于形，才能成为村民的生活习惯，才
能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依据。衡量乡
村治理的效果，关键在于村民自治章
程、村规民约是否得到有力的执行。
村干部首先应当以身作则，成为遵守
自治规则的楷模；广大村民更是要以
主人翁的精神来看待这些自治规则；
只有全民养成守法守约的精神，法治
社会才能真正建成。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枫
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

婚姻家庭既是扩大的个人，又像
是缩小的“国家”，关乎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中国
共产党十分重视婚姻问题，婚姻治理
亦成为边区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
在“战时法治”的背景下，边区婚姻
问题的司法治理实践，呈现出服务抗
战、依法治理、尊重习惯、循序渐进
等诸多特点。这些优良的司法传统，
对于当下深化家事审判改革，构建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仍不乏启示意义。

服务抗战大局 对离婚自由
进行适当限制

在民族解放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
交织的背景下，婚姻既是个人诉求实
现的有效路径，也是国家发动群众参
与革命的有效手段。考虑到抗战时期
的特殊需要，边区司法从维护边区社
会稳定和抗战大局的角度出发，不得
不提高离婚的门槛，对离婚案件予以
适度的控制。体现在处理婚姻纠纷
时，对于从根本上违反婚姻本质，严
重影响到一方生活幸福的，则予以判
决离婚。对于仅仅因为嫌贫爱富、喜
新厌旧、夫妻间口角等细故而要求离
婚的，则判决不准离婚，并进行批评
教育。

王玲与雷凤成离婚纠纷案，即是
一起因嫌贫爱富及受他人教唆而要求
离异的判例。边区高等法院审理后认
为，“上诉人此次突然提出离婚，显
系受别人播弄，嫌被上诉人贫苦，又

被上诉人于庭审时曾恳切表示和好，保
证以后不再有打骂举动……夫妻因细故
而口角打骂，为农村中的常态，何得遂
以为离异之主张，须知家庭夫妇为农村
经济机构基础之重要成分，自不宜因一
时一事之口角常态而率性，本院为维持
农村经济基础起见，此项偶因细故夫妇
打骂之事不能认为合法之离婚条件，遂
维持原判”。

对此，《陕甘宁边区婚姻判例说
明》这样解释，“目前边区主要还是个
体经营的私有经济，为了大量发展生
产，由夫妻所组成的家庭乃经济机构基
础之重要成分，所以不应该轻易叫夫妻
离异。家庭破裂，因细故如口角与嫌贫
爱富、喜新厌旧、轻视劳动与农村干部
而要求离婚者必须批驳之”。边区高等
法院院长雷经天表示，“关于婚姻，现
已颁布了《婚姻条例》，这很好。今后
的工作应根据这去做，但应注意：应服
从抗战的利益；保证生产的劳动力，不
能因离婚而影响生产。由此可见，边区
司法对离婚自由的适当限制，进而最大
限度地维护家庭稳定、服务抗战，实质
上是边区民事法律“私益服从公益”

“一时利益服从永久利益”原则的集中
体现。

照顾风俗习惯 适当承认婚
约、彩礼等习俗

陕甘宁边区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
境恶劣，经济、教育、卫生情况落后，
因此，婚约、彩礼等传统的封建婚姻习
俗依然在边区盛行，并由此也引发了抢

婚、“一女二嫁”以及贩卖妇女等诸多
新的社会问题。面对边区制定法和落后
习俗之间的冲突，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
权衡和取舍，考验着边区司法工作者的
社会治理能力和司法智慧。

在如何处理彩礼的问题上，边区高
等法院代院长李木庵认为，婚姻制度的
改善是随着教育文化的发展，方能得到
实际的效果。而边区的文化教育生活尚
未发展到一定阶段，骤然用严峻的法
律，可能会导致“法律徒成为扰民之
具”。更严重的是，刻板追究“买卖婚
姻”的法律责任，政府取缔检查过严，
容易引起对政府的不满。基于此，边区
司法实践中对于“彩礼”问题，采取不
提倡、不干涉、不没收的处理原则。应
该说，边区司法的这种理智、必要、妥
善的做法，不仅为当时处理此类问题提
供了正确的方针，也为以后的婚姻立法
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当然，考虑到边区的实际，对一些
婚姻习俗，有条件地容忍其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但是，对于抢婚、多次买卖婚
姻等婚姻恶习，边区司法实践中则予以
坚决打击和取缔。在边区颇具影响力的

“封捧儿和张柏婚姻案”，就说明了这个
问题。对此，马锡五院长在边区高等法
院批答中指出，“将二次买卖婚姻，以
妨害婚姻罪论处是对的，所以在一个案
件判决离婚之后，司法机关应主动地负
责地责成区乡政府监视其今后的婚姻不
准再行买卖，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监
督，检举。二次买卖之彩礼应坚决没
收，严重者给予刑事处分，并应召集群

众会处理，以教育提高群众，吴堡县对
李玉成诉宋永泰的二次卖女案就是这样
处理的，这是消灭买卖婚姻应有的严肃
态度与步骤，值得推行”。

由此可见，在对婚约、彩礼等婚姻
习俗的治理策略上，边区司法采取了循
序渐进、逐步改变的政策，即考虑边区
实际情况，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暂不急于完全消灭，最终根据情势的发
展变化逐渐对其进行改造乃至消灭。

设立了离婚考虑期制度 缓解
双方对立情绪

边区婚姻立法创造性地创设了诸多
新型婚姻制度，典型的例子是如犹豫期
或考虑期制度。从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
看，适用犹豫期或考虑期的情况大致包
括两类：第一种情况是当事人的年龄在
发生纠纷时，尚未达到结婚年龄，当事
人缺乏独立的判断和思考能力。这种情
况下的离婚请求，往往是出于父母的主
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根据不同的情
况，一般给予半年或者两年的犹豫期。
第二种情况是在诉讼期间发现女方怀
孕，从保护胎儿健康、保护妇女身心健
康权利的角度出发，边区高等法院也会
给予一定的考虑期 （一般为4个月到2
年），要求双方处理好生育子女和婚姻
自由之间的关系。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创造性地规
定，对男女双方可能和好的婚姻纠纷，
或出现特殊情况的婚姻纠纷，判决给予
一定的犹豫期间或考虑期间，不仅有助
于缓和双方之间的矛盾，也为当事人慎

重考虑婚姻问题提供了条件，对暂时
稳定婚姻关系，起到了正面作用。如
刘桂英与徐海生离婚案，刘桂英结婚
时年仅13岁，提出离婚时16岁，边
区高等法院判决给予2年考虑期，如
届期双方仍无和好之望，另行判处。
再如张书香与王拴贵离婚纠纷案，边
区高等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女方怀孕，
遂裁定诉讼中止。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
一方因疾病为由主张离婚的，往往暂
先不判决离婚，而是给予一定的治疗
期，最终根据治疗情况判定。如童宪
能与常桂英婚姻纠纷一案，常桂英以
童宪能患有梅毒为由主张解除婚姻。
李木庵对该案的意见为：“大凡以花
柳病为主张离婚理由的已婚夫妇，司
法机关均是先给予治疗期间。病治
了，离婚的原因消灭了，自可继续同
居。此案情既据医院验明可以治疗，
既非不治之疾。至治疗时期虽长，但
不能据为离婚理由。因为是已经生有
儿女的夫妇，病未治好，夫妇既不能
同居，又岂可离婚而与他人结婚，致
更传染他人。这种病重在治疗。不是
说离婚后病即可不治而愈。在治疗期
间，可令夫妇暂行分居，但不能据为
离婚理由。”

在不违背婚姻原则的前提
下 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

关于边区少数民族同胞的婚姻问
题，1939 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
条例》未涉及。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第一次参议会上，边区女参议员张
琴秋针对当时边区婚姻中存在的诸
多婚姻矛盾，提出修正婚姻条例的
议案，其中特别指出，“确定少数民
族有特殊习惯者，不受条例限制”。
1944 年 3 月颁布的《修正陕甘宁边
区婚姻暂行条例》采纳了这一建议，
在该条例第3条中规定，“少数民族
婚姻，在遵照本条例原则下，得尊重
其习惯法”。1946年4月23日陕甘
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
过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沿用了
这一条款，为保障少数民族习惯法
的效力奠定了法律基础。

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实践表明，
尊重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是以遵
守婚姻基本原则为前提的。也就是
说，如果违反婚姻自由等基本原
则，则少数民族的婚姻习惯不被保
护。当年，回民丁彦邦带两个女儿
从山西来边区，大女儿已经成年，
与郭光生自由恋爱，其父反对，发
生诉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认
为：“所提回民不能与汉人结婚，
以前已订婚了等情，按边区婚姻暂
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少数民族在不
违反本条例的原则下，得尊重本民
族的习惯。郭光生与丁满女之婚
姻，全由双方自愿，故不能以宗教
习惯违反其自由原则。”通过本案
判决，确立了保护民族习惯与保护
婚姻自由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的处
理规则。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新
城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