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离婚后， 现行婚姻法对
于祖辈的探望权利并未明确。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曾在一审稿
和二审稿中就行使隔代探望权的
情形作出规定，但在三审稿中，又
回归了现行婚姻法的状态。 这意
味着隔代探望权的纠纷仍将通过
诉讼方式，个案解决。

对此，有舆论认为，婚姻法未
明文禁止隔代探望权，老人探望孙
辈的愿望系应当满足的正当权利；
但另一方意见指出，孩子的父母是
监护权的第一顺位人，为保障直接
抚养子女一方生活的稳定，需优先
保护监护人监护权的正常行使。

【解读】 北京市朝阳区律师
协会民事业务研究会副主任杨晓
林表示， 根据民法通则的公序良
俗原则和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
德，应准予祖父母探望孙子，这既
有利于未成年人感受亲情的温暖
和良好品行的培养， 也能让老人
获得精神慰藉。“这处修改对法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个案裁
判中进行有效解释，以及如何在个
案中实现情理法的统一、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民事审判工
作者未来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孟强说。 ■据新华社

10月21日，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三审。对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索
赔权、祖辈的隔代探望权等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问题，草案
作出了回应。

婚姻无效、被撤销无过错方有权索赔

据悉， 目前司法实践中，婚
姻无效或被撤销产生的经济纠
纷主要体现为对同居期间取得
财产的分割问题。但由于现行法
律欠缺对同居期间取得财产的
权属及分割的明确规定，仍存在
同案异判现象。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
审稿规定了婚姻无效或者被撤
销的法律后果。此次提请审议的
草案三审稿在此基础上增加一
款规定，即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解读】“‘照顾无过错方’几

个字过于抽象， 主要依靠法官的
自由裁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
新增加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
权之后， 无过错方可以主动提出
赔偿请求， 法官也可以根据当事
人的诉求来作出判断， 指引更为
清晰， 也更能反映当事人的真实
意愿，有利于尊重当事人意愿、惩
罚过错方。

隔代探望权纠纷
仍将通过诉讼方式个案解决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 婚姻无效，无过错方有权索赔

“树立优良家风”拟写入法律

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家庭
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
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据悉，草案二审稿在公开征
求社会意见的过程中，有意见提
出， 为更好地弘扬家庭美德，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议增
加有关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
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规
定。鉴于此，草案三审稿增加了
相关规定。

【解读】 2017年通过的民法
总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写入了法律。有学者认为，此次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
中关于“树立优良家风”的规定，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
法典的又一重要体现。

“将‘树立优良家风’写入草
案， 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婚姻家庭
关系中道德伦理规则的尊重，有
利于鼓励和促进人们对于家风的
培养， 有利于社会整体风气的提
升。” 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研
究员孙宪忠
说。

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
案提出，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
凌防控制度， 对教职员工、学
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培训
和教育。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
应当及时制止和处理，并通知
被欺凌和实施欺凌行为的未
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 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应
当给予及时的心理辅导和教
育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给
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学校
应当配合有关部门，根据欺凌

行为性质和严重程度，依法对
实施欺凌行为的未成年学生
予以教育、矫治或者处罚。

草案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
片、音视频等形式侮辱、诽谤、
威胁未成年人或者恶意扭曲、
损害未成年人形象。 发现未成
年人遭受上述网络欺凌侵害或
者形象遭到恶意扭曲、损害的，
受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可以要求网络信息服务
提供者及时采取删除、 屏蔽等
措施，停止侵害。 ■据新华社

防控校园欺凌、网络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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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再迎大修 条款拟扩容近一倍 拟对未成年人偏常行为实施分级预防

保护未成年人，拟明确国家监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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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10月21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与现行未成年人
保护法相比， 修订草案的条文从72条增加到130条，
新增了“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两章。

修订草案新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立国家
亲权责任；加强家庭保护，细化了家庭监护职责；完善
学校保护， 从教书育人和安全保障两个角度规定学
校、幼儿园的保护义务；充实社会保护，强调了公共场
所的安全保障义务；新增网络保护，力图实现对未成
年人的线上线下全方位保护；强化政府
保护，对国家监护制度作出详细规定。

21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对未成
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进一步明
确，事实孤儿、监护人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等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相
比，草案增设“政府保护”专章，
对国家监护制度作出详细规
定。修订草案提出，国务院和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
门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草案拟确立国家亲权责
任， 明确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 由国家
承担监护职责。 对于符合法定

情形的未成年人， 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进行监护。
各级民政部门承担临时或者长
期监护职责，教育、卫生健康、
公安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
予以配合。

修订草案规定， 监护人不
履行或者因故不能履行监护职
责， 且短期内无法指定或者不
适合委托其他人代为照护导致
未成年人无人照料的； 遭受监
护人严重侵害需要被紧急带离
等情形的未成年人， 应当由国
家对其进行临时监护。 临时监
护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临时
监护期满后仍无法查明或者确
定监护人的， 由国家进行长期
监护。

拟明确国家监护制度

修订草案明确将未成年人
的偏常行为分为不良行为、严
重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等由轻
及重的三个等级， 并分别规定
了相应的干预或矫治措施。

修订草案明确，不良行为
是指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成长， 不予干预会日益严重的
行为，包括吸烟、饮酒；多次旷
课、逃学；无故夜不归宿、离家
出走； 沉迷网络以至于影响正
常学习和生活等9种。

严重不良行为指严重危
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修订草案
对此规定了公安机关可以采

取的8项教育矫治措施， 同时
规定，对严重不良行为情节恶
劣或拒不配合、接受教育矫治
措施的未成年人，可以送专门
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在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
罪方面，修订草案统筹考虑了
与监狱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
规定的关系，丰富了诉讼中的
教育、 程序分流后的矫治、社
区矫正期满和刑满释放后的
安置帮教等措施，进一步明确
了未成年人及其家庭、 学校、
政府、司法机关、社区等各自
的预防职责。

拟对未成年人偏常行为实施分级预防

关注

2019世界VR产业大
会近日在江西省南昌市
举 行 ， 10 月 21 日 ， 在
VR/AR产品和应用展览
会上，工作人员为观众演
示一款智慧采矿车的操
作。 新华社图

“VR+5G”
感知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