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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增设“结婚冷静期”，
您怎么看？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生效，社会热议
的“离婚冷静期”正式落地施
行。随后，“结婚冷静期”也被
提出。1月14日，上海市政协
委员、上海中伦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徐珊珊在发布会上表示，
她拟在今年上海市政协会议上
递交提案，建议保障婚前配偶
知情权，倡导婚前医学检查，探
索建立婚姻登记异议期，即婚
姻登记生效前给予配偶获取信
息披露的知情权。

对于近日登上热搜的“结
婚冷静期”，很多网友评论称，
相对于离婚的“宽进严出”，“严
进宽出”的“结婚冷静期”也十
分有必要。

网友对提出“结婚冷静期”
褒贬不一

“社会发展节奏的加快，结
婚与离婚的成本都相对降低
了。现在有太多的人闪婚、骗
婚，也正因为如此，一份诚挚的
情感才显得更加珍贵。”北京市
民景女士结婚刚满一年，在此
之前，她与对方已交往了七
年。在景女士看来，所谓结婚
冷静期，就是结婚登记异议
期。结婚涉及到双方的经济状
况、情感伦理、个人名誉、刑事
问题等，都应当设立“结婚冷静
期”来保障当事人权益。

记者了解到，网友对于设
立“结婚冷静期”的看法不一。
据新浪微博中一项近万人参与
的关于“结婚冷静期”和“离婚
冷静期”的投票结果显示，六成
网友支持“结婚冷静期”，而支
持“离婚冷静期”的网友仅占

“结婚冷静期”的十分之一，认
为两者都重要的占两成。由此
看来，多数网友秉持和景女士
相同的观点，认为设立结婚冷
静期有利于保障双方知情权，
但也不乏有反对的声音，部分
网友认为冷静期设置意义不
大，“对于双方的了解不必局限
于结婚冷静期才去了解，应该
在婚前就去沟通和了解。”

《民法典》第1052条规定：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律师耿
子健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
他对于设置“结婚冷静期”持保
留态度。“《民法典》设立离婚冷
静期，旨在稳定婚姻关系，挽救
濒危感情。从立法技术层面考
量，对比异议期，撤销权同样赋
予了当事人挽回损失的机会，
并且婚姻被撤销后，其效力视

为婚姻自始不存在，这与异议
期的用意和实效也相似。”

耿子健认为，两个功能相
近的制度并存，对于婚姻制度
的统一实施可能存在不利影
响。结婚冷静期是针对可撤销
婚姻问题产生的一种预防措
施，因此，是矫枉过正还是因噎
废食，不能一概而论。

婚前体检十分必要

隐瞒健康状况、生育能力，
那些在影视剧中出现的桥段，
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上演着。

前不久，一则男方婚前未
告知患艾滋而导致婚姻关系被
撤销的新闻登上热搜，这也是
上海首例撤销婚姻关系的案
件。该案件的女方在婚后才了
解到对方患有艾滋病多年，难
以接受，于是决定终止妊娠，起
诉要求撤销婚姻。所幸女方并
未感染上艾滋病，这段婚姻关
系最终成功撤销。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03
年8月8日出台的新版《婚姻登
记条例》规定，“婚前医学检查
证明”不再是结婚登记需要提
交的证件，这也意味着，婚检制
度由强制变为自愿实施。此后
的数据显示，北京婚检率由
2003 年的近 100%直接降至
2004年的5%，而新生儿的出
生缺陷率却不断升高，十年间
翻了一倍。尽管从2005年起，
北京各区陆续开始实施免费婚
前健康检查，但到2019年全市
婚检率仍不足20%。

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
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
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耿子
健表示，推行婚前医学检查还
是有必要的，可以减少因为一
方隐瞒疾病所造成的后续一系
列矛盾。

在2020年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浙江省温州市文联
副主席蒋胜男就曾提出《推进
法定婚检、保障配偶知情权
的建议》。日前蒋胜男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法定婚检有利于减少新生
儿缺陷，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
事情，更关乎社会人才素质的
培养。她认为，为避免泄露婚
姻当事人的隐私，可以不在婚
前医学检查证明中写明具体
病症，但当事人应享有对自身
与配偶身体状况的知情权与
选择权，涉事机构也应当保证
双方的隐私信息不被泄露与
扩散，这样更有利于法定婚检
的推进与完善。

专家：“结婚冷静期”重在

保障双方知情权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
中国结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
20年峰值后逐年减少，初婚人
数从2013年的2386万人降至
2019年的 1399万人，六年少
了近1000万人。同期再婚人
数则从 308 万人增至 456 万
人，2019年再婚人数占据结婚
登记总人数近四分之一，代表
着每四对登记结婚的人当中就
有一对是再婚。

徐珊珊表示，“结婚冷静期”
重在保障双方的知情权。她建
议，在上海试点设立“婚姻登记

调查期”，保障配偶婚前在婚史、
重疾、债务、犯罪记录等方面的
知情权，相关部门应提供相应的
查询便利。而在双方书面明确
不作查询的情况下，也可不启动

“登记调查期”。“调查期”后未向
民政机构提出撤回登记的，则婚
姻关系自动生效。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
士、心理咨询师李松蔚表示，从
知情权角度来看，设置“结婚冷
静期”是有一定积极影响的。

“不必担忧冷静期对结婚会产
生阻力，如果说阻止了一小部
分婚姻的话，应该也是那些本
来就不坚定，或者有隐患的婚
姻会产生影响。而这些隐患被
提前揭示出来，未尝不是好的

选择。”
“人们因不了解结婚，因了

解而分手。如果能够在结婚前
多了解对方一些，那么在结婚后
的矛盾可能就会减少一些。抱
着这样的初衷，结婚前的坦诚，
比假面合拍更加必要。”同时，蒋
胜男也提出，婚姻中的一些具体
事项常常不是男女双方两个人
的意愿能够左右的，除了配偶的
想法，还有会受到双方父母、当
地习俗、社会风气等的影响。“尽
管‘结婚冷静期’目前只是一个
提议，短期内很难变成法律执行
的条例。但是如果能够在北上
广深等一线发达城市作为地方
法规先行推广，也许会对风气有
一些带动作用。”

我不建议设立结婚冷静
期，因为个人的情感选择没必
要被行政干预过多。尽管提
出建议的初衷是好的，但如果
结婚、离婚都这么复杂，可能
会导致年轻人的结婚率下降。

结婚不仅是两个人的结
合，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婚
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结婚不
能全凭感觉，也是需要一些理

性。这个理性不仅是双方的知
情权，也包括对婚姻角色的各种
转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婚
姻是一个人的重大人生选择，所
以要婚前瞪大两只眼，婚后则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婚前要慎重考
虑，婚后则要讲究宽容。但现实
生活中很多人恰恰做反了，婚前
过于草率，婚后过于计较，因此
导致闪婚、闪离。

婚姻是需要学习和经营
的，而不仅是随心随性的选
择。我认为应该加大社会的宣
传、家庭的认同和个人的学习
来改变对待婚姻的态度，而不
能一味的让政府来干预公众结
婚的选择。对于情感问题，更
需要的是个人在心理上的成
长、成熟和负责，政府需要做到
宣传、引导、教育就足够了。

我认为设置“结婚冷静期”
是有必要的。很多人认为结婚
冷静期干涉了“结婚自由”，因
为每个人都希望事情顺利进
行，但是婚姻生活中不仅有阳
春白雪，还存在很多的风险。

去年有两个热议的案件，
一个是婚后发现男方患有艾滋
病，一个是发现患有梅毒。如果
双方没有进行婚检，又没有结婚
冷静期，对于被隐瞒健康状况

的对方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
没有获得相应的知情权。

婚后家暴的案件比比皆
是，有些人不像表面那么阳光
与理性，因此造成了很多人婚
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心理与身
体的伤害。还有闪婚的状况，
在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性格、
三观，乃至家庭的情况下，结
婚冷静期可以为婚姻增加一
层保障，多一些时间思考两个

人如何相处更舒适。
感情分为四个阶段：激情

期、平淡期、磨合期、共生期。
度过了激情期的两人，荷尔蒙
水平必然会下降。如果把有可
能产生矛盾的问题在结婚前就
磨合好，双方能够理性对待婚
姻，那么婚姻环境也会宽松自
在一些。“结婚冷静期”赋予双
方更多的期限去了解、磨合、沟
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对于没有经历过婚姻、没
有渠道去了解婚姻是什么的
新婚夫妇，即便设立“结婚冷
静期”，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
也得不到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结果只是“拖”了一个月而已。

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
“结婚冷静期”，这一设定更像
是为冲动结婚的人准备的，比
如闪婚。另外，谁来判断当事
人是否准备就绪？冷静后双

方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如
果一个月的冷静期后没有达
到要求怎么办？这些问题是
有待商榷的。

2011年开始，我曾经做过
6年杭州市民政局的婚姻家庭
咨询师，对受众人群定期进行
公益性质的新婚辅导和离婚辅
导。在对新人提问一些问题的
时候，比如婚后家务如何分配、
具体经济结构、什么时候要孩

子、父母是否愿意帮忙照看孩
子等，经常会面临双方意见不
一致、甚至两人从未考虑过相
关问题的情况。根据经验来
看，在双方感情较好的时候去
讨论一些婚后有可能出现分歧
的事情，实际上是为婚后生活
做扎实的准备，也会减少冲突
的可能性。我认为这种辅导会
比设立“结婚冷静期”更有针对
性和实际意义。

婚姻需要学习与经营

彭熠 河南省郑州福斯特心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心理咨询师

“这一设定更像是为冲动结婚的人准备的”

陆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任浙江省杭州市民政局婚姻家庭咨询师与辅导师

赋予双方更多的了解、沟通磨合期

许川 相待情感创始人，资深婚姻家庭治疗师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