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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社会约束下的法官行为

———以基层法院的离婚纠纷解决为经验

于龙刚 ∗

摘

要: 当前法院在解决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 不过, 相关

传媒报道与实证调研反映出法院解决离婚纠纷的社会效果还不理想, 存在第一次不判离现象突出、
家庭暴力认定困难、 离婚救济困难等问题。 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行为呈现出较强的效率导向与风
险规避导向。 法官的行为逻辑主要缘于制度约束与社会约束。 一方面, 基层法院的部分内部管理
措施和司法政策对解纷效率与风险防控的强调容易催生出法官的 “ 求快” 和 “ 求稳” 心理; 另一
方面, 婚姻关系的快速变迁与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给法官带来了很大挑战和压力, 法官解决离婚
纠纷的社会基础也不理想。 有效扭转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行为逻辑, 提升离婚纠纷解决的社会效
果, 需要从调整与改善法官行为的制度与社会约束条件着手。 其中, 关键是需要夯实法院解决离
婚纠纷的社会基础, 发挥社会本身在稳定婚姻关系方面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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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国的离婚率居高不下, 法院所受理的离婚案件也不断增多, 诉讼离婚逐渐成
为人们终止婚姻关系的重要方式。 为了更好地发挥法院在解决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方面
的作用, 一方面, 我国从立法层面不断完善婚姻制度, 其中 2021 年实施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 ( 下文简称为 《 民法典》 ) 首次确立了 “ 离婚冷静期” 制度; 另一方面, 我国从
司法层面大力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以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职能作用, 维护婚姻
家庭和谐稳定。 从传媒报道和实证调研来看, 法院解决离婚纠纷的社会效果还不理想, 与满
足社会的需求和公众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一些热点离婚案件在网络上发酵后对法院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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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① 因此, 有必要对法院解决离婚纠纷的实践进行研究, 探究法官的行
为逻辑及背后的原因, 进而为提升法院纠纷解决能力, 改善纠纷解决效果提出对策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身处法院的组织网络, 他们的行为受到组织内部相关制度的调控和

指引。 尤其在科层化的组织模式下, 法院内部存在 “ 一套由不可动摇的规则组成的内部逻辑

一致的网络” , 法官行为所受到的制度约束更为突出。② 同时, 法官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
他们身处基层社会关系网络中, 往往会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行为, 在解决纠纷过程

中会充分考虑纠纷发生的社会背景, 积极追求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③ 尤其在基层场域下,
法官行为受到社会的影响更强。 因此, 我们可以从制度与社会约束的角度来解释法官解决离
婚纠纷的行为逻辑。 这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法院离婚纠纷解决的实践, 在此基础
上进行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对策也更容易贴近现实。 为集中论述, 本文主要以乡村地区的离婚
现象和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 同时,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在多地基层法
院的调研, 同时借助相关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和媒体报道进行相互印证。

一、 法院解决离婚纠纷的实践形态与社会效果
近年来, 法院受理的离婚纠纷不断增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 2020 年, 全国法院
离婚纠纷收案 1231932 件, 结案 1241694 件。④ 离婚纠纷的增多, 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我国
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 尤其在农村地区, 离婚率有较大幅度的攀升, 部分地区甚至一度出现
离婚潮现象; 另一方面是因为离婚纠纷的当事人以青年人为主, 发生纠纷后他们倾向于直接
诉诸司法, 村社干部、 社会组织调解的作用比较有限。 不过, 从实证调研和相关媒体报道来
看, 法院解决离婚纠纷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 解决纠纷实践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 一) “ 第一次不判离” 现象较为突出

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是当前人们解除婚姻关系的两种主要方式。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数

据, 协议离婚仍是当前人们解除婚姻关系的主要方式。 例如, 2020 年, 民政部门登记离婚

373. 6 万件, 法院判决、 调解离婚 60. 3 万件, 前者占比高达 86. 1%。⑤ 相比于协议离婚, 诉
讼离婚虽然占比不高, 但矛盾往往比较激烈, 近年来引发社会热议的相关报道也大多与诉讼
离婚有关。 夫妻双方围绕是否离婚、 子女抚养、 财产分割以及债务分摊等问题存在很大分
歧, 难以调和, 其中, 是否离婚是他们的主要分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报
告, 在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 夫妻双方只有一方想离婚, 另外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案件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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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参见周弋博: 《 女子称忍受丈夫打骂 40 年后起诉离婚被驳回, 到底啥情况?》 , https: / / www. sohu. co
m / a / 438035729_ 115479, 2021 年 6 月 14 日访问; 《 “5 年 5 次起诉离婚” 案终判离, 法官在考虑什么?》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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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202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http: / / www. mca. gov. cn / article / sj / tjgb / , 2021 年 11 月 11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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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 91. 09%。⑥ 法院在受理离婚纠纷之后, 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事实, 作出是否准予
离婚的判决。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形和理由都有比较明确和完善的规定, 其中, 夫妻

双方感情破裂是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定标准。 《 民法典》 第 1079 条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第 32 条) 规定了法院应当准予离婚的五种具体情形, 包括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实施
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有赌博、 吸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等。 此外, 其还规定了
“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 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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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下文简称 《 婚姻法解释 ( 一) 》 )

中, 对于 “ 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 家庭暴力” 均有明确解释。 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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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又增加了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
发生纠纷而致使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法定事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各级法院结
合审判实践需要制定相关司法文件, 进一步明确了认定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
总体来说, 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为法官判断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破裂以及是否准予离
婚提供了比较明确的指引。 不过,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法官在作出决定时, 除
了考虑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情形外, 还有更为多元的考量因子。 在司法实践中, 这

表现为 “ 第一次不判离” 现象。 当事人第一次去法院起诉离婚, 法官有较大的概率判决维持
婚姻关系。 当事人第二次乃至第三次去法院起诉离婚后, 法官判决准予离婚的概率才可能有
相应的增加。 由 “ 第一次不判离” 现象进一步衍生出 “ 多次不判离” 现象。 这主要存在于
夫妻双方分歧较大、 矛盾激烈的离婚案件。 部分当事人情绪不稳定, 强烈反对离婚, 法官担
心判决准予离婚可能导致当事人上诉、 上访、 自杀, 以及出现 “ 民转刑” 后果; 因而, 即使
当事人多次起诉离婚, 法官仍可能会以 “ 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 为由判决
维持婚姻关系。 这一点也可以从法院的大数据统计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例如, 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报告显示, 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 65. 81% 的案件判决结
果为双方当事人继续维持婚姻关系。⑦

在决定是否准予离婚时, 法官的考虑因素较多。 一方面, 感情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认定感情是否破裂的理由也难以充分周延, 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家庭暴力、 分居等情形的举证
比较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倾向于结合社会常识和常理就夫妻双方感情是否破裂进行认
定。 当事人起诉离婚的次数则可能被作为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重要乃至核心标准。 在调研过
程中, 部分法官认为, 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 双方离婚态度坚决, 那么他们也会愿意
接受多次起诉离婚的成本。 另一方面, 不同于登记离婚, 诉讼离婚的矛盾往往比较激烈, 夫
妻双方存在分歧, 如果判决准予离婚, 则可能产生各类风险。 因此, 即使当事人多次起诉,
离婚态度坚决, 为防止矛盾激化, 法官仍有可能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笔者通过对基层法院的
调研发现, 那些存在家庭暴力、 与他人同居等情形的离婚纠纷, 因为夫妻双方的矛盾往往比
⑥
⑦

统计的时间范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数据范围为民事一审审结案件。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信息中心: 《 司 法 大 数 据 专 题 报 告 之 离 婚 纠 纷》 ( 2018 年) , ht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 - xiangqing 87622. html, 2021 年 6 月 13 日访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 ( 2018 年) , ht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
-xiangqing-87622. html, 2021 年 6 月 13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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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激烈, 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几率反而不高。

“ 第一次不判离” 现象会削弱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认同。 一些案例见诸网络后, 引发社会

热议。 例如, 在一起报道中, 一方当事人以对方存在婚外性关系、 子女非亲生等理由起诉离
婚, 法官仍判决维持婚姻关系。⑧ 2021 年实施的 《 民法典》 首次规定了 “ 离婚冷静期” 制
度, 该制度的立法目的是防止轻率离婚、 冲动离婚, 以降低离婚率, 稳定婚姻关系。 虽然现

实中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 “ 轻率离婚” 现象, 但该制度并未获得社会的充分认可。 其中, 一
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基层法院长期以来 “ 第一次不判离” 的司法实践已经在客观上发挥出
防止轻率离婚的功能, “ 离婚冷静期” 制度出现后则可能与法院 “ 第一次不判离” 实践相叠
加, 从而进一步增加当事人的离婚成本, 进而可能削弱适婚男女青年的结婚意愿。
( 二) 家庭暴力认定较为困难

家庭暴力是当事人起诉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诉讼离婚中, 家庭暴力现象较为突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报告, 有 27. 8%的夫妻因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

关系, 在离婚原因 中 的 占 比 仅 次 于 感 情 不 和 的 占 比。⑨ 在 涉 及 家 庭 暴 力 的 离 婚 案 件 中,

 相关报道

91. 43%的案件是男性对女性实施家暴, 家暴方式主要以殴打、 打骂和辱骂为主。

和研究也揭示出家庭暴力的突出性。 例如, 有关部门权威调查发现, 我国家庭暴力的发生率
 有学者通过

在 29. 7%到 35. 7%之间 ( 不包括调查暗数) , 其中 90%以上的受害人是女性。

分析华南某县 1978—2004 年离婚申诉理由发现, 家庭暴力占到 13. 1%, 是导致离婚的主要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 32 条的规定, 实施家庭暴力构成法院准予

原因之一。

离婚的主要情形之一。 2001 年制定的 《 婚姻法解释 ( 一) 》 进一步明确了家庭暴力的概念。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写的 《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 , 对家
庭暴力的定义、 类型, 家庭暴力与一般家庭纠纷的区分, 以及涉家暴案件的审理原则均作出
明确说明。 这虽然不构成法院裁判的法定依据, 但在客观上有助于法官更好地认定家庭暴
力, 进而作出贴近立法精神、 保护弱者权益的裁判。
从媒体报道来看, 离婚纠纷中的家庭暴力的认定仍然比较困难, 认定率较低。 例如, 有

报道发现,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 在北京各中级法院审结的婚姻家庭类二审民事案件
中, 当事人诉称存在家庭暴力的案件共有 213 件, 其中 198 件的案由为离婚纠纷。 在 213 件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

案件中, 经法院审理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 22 件, 认定率为 10. 3%。

院和乡村两级调研发现, 虽然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家庭暴力都有比较明确的界定, 但是
⑧
⑨













相关报道参见 《 男子以 “ 妻子出 轨 生 女” 诉 请 离 婚, 法 院: 根 据 “ 冷 静 期” 的 立 法 精 神 暂 不 判 离》 , https: / / new. qq. com / rain / a / 20210507A08PQB00, 2021 年 6 月 14 日访问。
统计的时间范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 数据范围为民事一审审结案件,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信息中心: 《 司 法 大 数 据 专 题 报 告 之 离 婚 纠 纷》 ( 2017 年) , ht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 - xiangqing 63142. html, 2021 年 6 月 13 日访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 ( 2018 年) , ht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
-xiangqing-87622. html, 2021 年 6 月 13 日访问。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 《 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 (2008 年 3 月发布) 。
参见巫若枝: 《 当代中国家事法制实践研究———以华南 R 县为例》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2007 年博士学位论
文, 第 121 页。
参见高鑫: 《 家暴认定仅一成, 举证不力是关键》 , 《 检察日报》 2016 年 11 月 2 日, 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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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暴力行为仍容易被认定为 “ 夫妻吵架” “ 家庭纠纷” 。 其中, 家庭暴力的举证难度大是
导致其认定困难的主要原因。 法院要求当事人提交公安部门的出警记录, 上面需有关于家庭
暴力的明确记载。 而现实中很多受害人存在多种顾虑, 不愿意报警。 即使报警, 除非有明确
的证据, 民警很少直接认定家庭暴力, 出警记录上的表述一般是模糊、 中性的 “ 夫妻吵架”

“ 家庭纠纷” 等。 家庭暴力多发生在私密的家庭空间内, 没有第三方在场, 缺少有力的证人

证言。 在当事人举证不足的情况下, 因为审限约束和精力有限, 法官会很少主动调查取证,
而是选择直接不予认定和支持。
由于认定困难、 认定率低, 当事人在提出存在家庭暴力以后, 法官仍有较大几率判决维
持婚姻关系。 即使当事人提供出警记录、 诊断证明来佐证家庭暴力, 法官仍有一定几率选择
不予讨论和认定, 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有学者统计发现, 原告在起诉离婚时提出存在家庭暴
 这也反映出司法实践中, 只要对方不

力并提交证据, 得到离婚的结果的几率并没有增加。
 这实际

同意离婚, 法院关于是否离婚的决定与是否存在家暴无关, 甚至还可能有反作用。

上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中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 相关数据统计反映出家庭暴力多为男性对女
性施加, 90%的家暴受害者为女性, 而要求离婚并提起诉讼的也多为女性。 例如, 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的司法大数据报告显示, 在全国法院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 73. 40% 的案件原
 这意味着妻子经常是离婚的提起者与家暴的受害者, 而丈夫则常是离婚

告的性别为女性。

的反对者与家暴的施加者和责任方。 当家庭暴力认定困难, 且难以成为法官判决准予离婚的
重要根据时, 作为弱势一方的妻子的权益通常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 三) 离婚救济比较困难

离婚救济制度是对离婚当事人提供的人身和财产的救济措施。 为离婚时处于弱势的一方

 《 民法典》 第 1088 条、 1090 条和 1091

提供救济措施, 可以使其获得法律上的公平正义。

条分别对家务劳动补偿、 离婚时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作出明确规定。 不过, 笔者通过对
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离婚救济制度的运行效果距离社会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首先, 受害方获得离婚损害赔偿还有一定难度。 《 民法典》 第 1091 条规定了离婚损害赔

偿的几种情形, 包括重婚、 与他人同居、 实施家庭暴力、 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 同时, 为增
强法律适用的灵活性, 在列举性规定以外还增加了一条 “ 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 的规
定。 《 民法典》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延续了之前 《 婚姻法》 的相关规定。 在司法实
践中, 受害方多为女性, 同时, 女性大多是离婚诉讼的原告; 赔偿一方多为男性, 同时, 男
性大多是离婚诉讼的被告。 一部分女方当事人为了换取男方同意离婚, 倾向于降低损害赔偿
要求甚至不提起损害赔偿。 法官事实上也很少会阻止女方, 甚至可能在女方提起赔偿请求后
会明示或者暗示这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她们的离婚目的也难以实现。 这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
提起率不高, 提起后获得法官支持的几率也比较低。 例如, 有学者基于对重庆市某区基层法













See Ethan Michelson, “ Decoupling: Marital Violence and the Struggle to Divorce in China”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5, No. 2 (2019) p. 325.
贺欣: 《 街头的研究者———法律与社会科学笔记》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63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 ( 2018 年) , ht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
-xiangqing-87622. html, 2021 年 6 月 13 日访问。
参见夏吟兰: 《 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 , 《 中国法学》 2017 年第 3 期, 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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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家事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 在 458 个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中, 仅有 3 个案件 (0. 66%) 的


当事人获得离婚损害赔偿。

其次, 家务劳动补偿与离婚时经济帮助难以充分落实。 与上文所述逻辑相似, 离婚诉讼
的原告大多是女性, 她们同时也是提起家务劳动补偿与离婚时经济帮助的一方。 她们往往会
权衡利弊, 避免激化矛盾, 引发对方强烈反弹。 对于女方当事人来说, 在成功离婚和获得补
偿帮助两个目标之间, 前者的优先性更高。 为了实现前者, 她们在必要的时候会被迫选择牺
牲后者。 一部分男方当事人也会将减少或者不予补偿和帮助作为同意离婚的交换条件。 有时
候, 法官也会劝说女方当事人在这个方面作出适当让步。 另外, 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范围过
窄、 离婚时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苛刻, 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要求较高, 这也会减弱当事人提
出补偿和帮助的意愿, 同时减少法院认定和支持的几率。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有时候女方当事人为换取男方同意离婚, 不仅可能会
在离婚救济上作出让步, 甚至还可能额外补偿对方。 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男方要求
女方补偿自己的结婚开销。 当前, 部分地方彩礼过高, 买房、 买车、 婚礼等方面的开支也比
较大, 一部分男方家庭会 “ 因婚致贫” , 离婚之后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再娶。 因而, 部分男
方当事人不仅要求女方返还彩礼, 甚至还要求女方补偿一部分结婚开支, 否则强烈反对离
婚。 二是男方为赘婿。 入赘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 男方大多家庭困难, 兄弟众多, 家里
没有能力为其娶妻, 因而选择入赘。 离婚后男方很难返回原生家庭, 部分男方当事人也可能
陷入困窘, 他们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女方补偿。 三是男方因经济困难要求女方补偿。 部分男方
谋生能力不强, 离婚后生活可能陷入困境, 因而要求女方进行补偿, 否则反对离婚。 上述理
由有一部分符合法律规定, 一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但符合情理, 还有一部分既不符合法律规
定也不符合情理, 但为了换取男方同意离婚, 部分女方当事人可能选择适当让步, 法官最终
也可能会以判决或者调解协议的形式来确认这一结果。

二、 离婚纠纷解决实践中法官的行为逻辑
很难将离婚纠纷解决的实践偏差简单归结为法官缺乏充足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审判经
验。 从见诸网络的案例来看, 法官的判决大多符合法律相关规定。 虽然一部分离婚判决的社
会效果不理想, 经由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争议, 但也不能直接将之归结为法院忽视对案件社
会效果的要求, 以及承办法官缺乏对社会常识、 常情和常理的充分感知。 恰恰相反, 追求案
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法院对纠纷解决的核心要求, 尤其对于家事案件, 对案
件社会效果的要求更为突出。 法官与普通民众一样, 实质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而
 从离婚纠纷解决的实践来看, 法官大多具有特殊的

并不缺乏普通民众的社会知识与经验。

考虑, 这会决定他们解决纠纷时的态度和行为选择。
( 一) 对 “ 多办案、 快结案” 的主动选择








参见陈苇、 段伟伟: 《 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
件情况为对象》 , 《 河北法学》 2012 年第 8 期, 第 32 页。
参见张嘉军: 《 人民陪审制度: 实证分析与制度重构》 , 《 法学家》 2015 年第 6 期,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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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多人少是当前人民法院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尤其在 2015 年之后, 法院案件受理量的

增长幅度进一步增加, 案多人少的困境有所加重。 与此同时, 法院受理和审结的离婚案件也
不断增长。 从 2014 年到 2017 年, 全国法院审结的离婚案件从 112 万件增长至 140 万件, 增
 然而, 法院的办案力量并未有相应幅度的增加。 在部分地区, 由于员额限

长幅度达 25%。

制, 部分年轻法官无法入额; 由于员额法官办案任务过重, 部分法官选择主动退出员额; 另
外还有一部分法官离职。 这都在客观上减少了法院的办案力量, 进一步加重了法院案多人少

的困境。 笔者在我国中部多地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法官人均办案量达到每年 200 件以上,
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 法官的年办案量可能更高。

为化解案多人少困境, 法院采取多种措施。 具有代表性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建

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积极争取相关职能部门和基层村社组织的配合与协助。 2005 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4—2008) 》 , 要求法院与其他部门
和组织共同探索新的纠纷解决办法, 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逐
渐成为法院应对案多人少困境的重要举措。 在离婚纠纷中, 夫妻双方的矛盾比较激烈。 解决
离婚纠纷, 既需要定分止争, 更需要着力修复当事人破裂的婚姻关系。 相比于法官, 村社干
部、 当事人近亲属等在修复婚姻关系、 化解矛盾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 因而, 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在化解离婚纠纷方面具有很强优势, 也成为各级法院提高离婚纠纷解决效果的重要对
策。 不过, 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 由于不同部门之间难以充分合作, 社会力量的介入不足,
调解能力相对有限, 因此,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二是组建审判团队合理配置审判资源, 提高审判效能。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
各级法院大力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 组建由员额法官、 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的审判团队。
这种既分工又协作的组织体系可以更有效地配置审判资源, 提高审判效能。 不过, 一些客观
因素会制约改革的实际效果。 其中, 由于案件任务重, 与收入不相匹配, 所以法院在法律人
才市场缺乏竞争优势, 很多优秀法官从法院离职, 而很多法律人才不愿进入法院。 这进一步
导致法院办案力量不足, 难以完全依照改革方案组建结构完整的审判团队。 这在中西部地区
基层法院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倾向于选择鼓励法官多办案、 快结案。 法官在解决离婚纠纷时, 也
会积极主动追求这一目标。 首先, 由于判决更有利于实现多办案、 快结案的目标, 所以法官
对判决形成了较强偏好。 《 民法典》 第 1079 条规定 “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
解” , 同时, 各级法院通过颁布各类司法文件, 要求和指引法官采取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不
过, 从相关数据和对基层法院的调研来看, 判决已逐渐成为离婚纠纷的主要结案方式, 判决
结案占总结案量的比重不断增加。 有学者基于 2000 年前后的调查, 发现对于具有严重争议
 近年来, 判决占比也有

的离婚案件, 判决已取代调解成为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主要方式。

一定幅度的增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 2017 年, 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离婚纠纷 140956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 ( 2017 年) , ht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
-xiangqing-63142. html, 2021 年 6 月 13 日访问;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 《 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之离婚纠纷》
(2018 年) , http: / / www. court. gov. cn / fabu-xiangqing-87622. html, 2021 年 6 月 13 日访问。
参见贺欣、 冯晓川: 《 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 , 载 《 北大法律评论》 ( 第 9 卷
·第 2 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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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结案 1432578 件, 其中, 判决结案 539023 件, 占总结案量的 37. 63%, 调解结案 489559

件, 占总结案量的 34. 17%。 到 2018 年, 判决占比上升至 38. 77%, 到 2019 年与 2020 年, 判

 笔者在基层法院所获取的数据也可以得到印证。

决占比进一步上升至 38. 84%和 39. 17%。

例如, 豫北 N 县法院在 2016—2019 年共审结离婚纠纷 3140 件, 其中判决结案 1429 件, 占
比达 45. 5%。 相比于调解, 判决结案更快, 审限更短。 法院受理的离婚纠纷, 很大一部分往
往矛盾激烈, 难以在短期内调解成功, 法官倾向于先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给予当事人一定的
缓冲期, 引导他们在缓冲期内相互协商, 达成协议。
其次, 法官对于简易程序具有较强偏好。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大部分离婚
纠纷主要通过简易程序审理。 相比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由法官独任审判, 对审判力量的要求
不高, 同时审限也比较短。 因此, 法官倾向于选择简易程序来审理离婚纠纷。 只有当双方争
议很大, 以及出现一方当事人失踪等特殊情形时, 才会把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程序偏好
的背后蕴含了法官对案件审限的高度敏感。 在审理离婚案件时, 法官会要求当事人就财产分
割、 子女抚养、 离婚损害赔偿、 家务劳动补偿等相关事项进行举证。 笔者在基层法院的调研

发现, 在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况下, 法官倾向于直接不予认定和支持, 很少主动调查取证。
法官慎重选择主动调查符合诉讼原理, 不过更为实际的原因则是为了减少审判时间, 更快办
案和更多结案。 围绕这些事项的反复调查、 举证和质证都可能会在客观上减缓审判速度, 延
长审判时间。 为促使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协议, 部分法官有时也会明示或者暗示当事人避免
提出过多和过高的要求, 并在一些事项上作出适当让步。
( 二) 规避案件风险的现实选择

法官在解决离婚纠纷时可能会面临各类风险。 从一般层面来说, 夫妻双方多因难以自行
协商, 才选择起诉。 因此, 在法院受理的很多离婚纠纷中, 夫妻双方围绕是否离婚、 子女抚
养、 财产分割等事项存在很大分歧, 双方矛盾比较激烈。 法官在解决离婚纠纷过程中, 矛盾
也可能进一步激化, 这给法院和法官带来了很大压力。
当存在以下几种情形时, 夫妻双方的矛盾可能更激烈, 案件风险更高: 一是当事人性格
偏执, 坚决要求或者反对离婚。 二是婚姻持续时间较长, 双方当事人积累了很深的矛盾。 三
是在入赘婚中, 部分男方当事人容易产生卑微心态, 矛盾因而容易激化。 部分男方当事人谋
生能力不强, 原生家庭条件不好, 难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他们往往将离婚视为被

“ 判处死刑” , 坚决反对离婚。 四是存在家庭暴力、 出轨等情形的离婚纠纷。 五是结婚开销过
大, 男方可能背负巨额外债, 担心离婚后没能力再娶, 他们强烈反对离婚。 在现实中, 上述
几种情形也可能相互叠加, 这意味着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更激烈, 案件风险更高。
对于法官来说, 解决离婚纠纷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信访风险。 当事人可能通过

反复申诉、 上访的方式坚持或者反对离婚, 法官承担了繁重的接访任务。 二是判决 “ 执行
难” 风险。 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满, 可能采取多种方式逃避或者抗拒执行, 包括拒不向对方
支付子女抚养费, 阻止拥有抚养权的一方当事人抱走孩子等, 对方当事人只能再次找法院。




参见 《2020 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21 年第 4 期, 第 20 页;
《2019 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20 年第 7 期, 第 20 页; 《 2018 年
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9 年第 4 期, 第 20 页; 《2017 年全国法院
司法统计公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8 年第 4 期, 第 24 页。

112

制度与社会约束下的法官行为———以基层法院的离婚纠纷解决为经验

三是 “ 民转刑” 风险。 部分离婚纠纷的矛盾十分激烈, 当事人的情绪不稳定, 性格偏执, 矛
盾激化后极有可能伤害甚至杀害对方。 四是社会不稳定风险。 部分当事人可能以自杀要挟法
官, 自杀发生后, 当事人近亲属也可能围攻法院。 同时, 承办法官也可能面临来自法院内部
的问责, 以及网络上的质疑和批评。 五是法官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害风险。 部分当事
人可能将矛头指向法官, 威胁、 跟踪甚至伤害法官及其家人, 法官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法官被当事人伤害甚至杀害的恶性案件大多与离婚纠纷有关。
为规避案件风险, 法官倾向于避免直接判决准予离婚。 在笔者对基层法院的调研过程
中, 部分法官指出, 判决具有强制性, 直接判决离婚很容易激化矛盾, 出现不可控的后果。
在矛盾还未充分化解的情况下, 法官倾向于先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在一些离婚纠纷中, 即使
可能存在家庭暴力、 分居等情形, 法官仍可能在矛盾未化解的情况下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这
种判决在客观上为化解矛盾提供了缓冲期, 有利于避免不可控后果的出现。 但是, 一部分离
婚纠纷矛盾十分激烈, 判决不离婚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两者继而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 多次
判决不离婚的案件大多属于这种情形, 此类案件也成为法院内的 “ 烫手山芋” 。 传媒监督的

介入才有可能解决这一困境。 例如, 在一则报道中, 女方当事人宁某以丈夫长期沉迷赌博,
双方感情不和为由, 先后多次起诉离婚, 直到案件在网上发酵, 当事人第五次起诉, 法院才
 客

作出离婚判决。 男方当事人的多次威胁和过激行为是导致法官判决不离婚的主要原因。

观来看, 当事人之间矛盾激烈, 案件风险高, 要求法官直接判决离婚确实勉为其难。
相比于判决准予离婚, 调解离婚的风险较小。 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矛盾激烈, 法官倾向
于通过判决维持婚姻关系给予他们一定的缓冲, 同时也是向他们施压, 促使他们合理调整预
期和诉求, 在此基础上, 通过做工作的方式协调双方当事人就是否离婚、 子女抚养、 财产分
割、 离婚损害赔偿等事项达成协议, 调解离婚。 因此, 判决维持婚姻关系与调解离婚成为法

院解决离婚纠纷的两类主要结案方式。 例如, 在豫北 N 县法院, 判决维持婚姻关系与调解离
婚占总结案量的比重分别是 35. 7%和 30. 5%, 显著高于其他结案方式的占比 ( 参见表 1) 。
表1

结案方式

判决离婚

结案数量 ( 件)

299

豫北 N 县法院 2016—2019 年离婚纠纷结案方式统计

判决维持
婚姻关系

驳回起诉

撤诉

调解和好

调解离婚

移送管辖

11

712

35

958

5

1120

结案总量
( 件)
3140

由于离婚案件的裁判风险较高, 法官认定和支持离婚损害赔偿、 家务劳动补偿的动力并
不强。 一方面, 在存在家庭暴力情形的离婚纠纷中, 夫妻之间的矛盾大多也比较深, 施暴的
一方也更可能性格偏执, 因而相比于没有家暴情形的离婚纠纷, 有家暴情形的离婚纠纷的裁
判风险可能更大。 另一方面, 法官认定家庭暴力, 支持离婚损害赔偿与家务劳动补偿可能激
化矛盾, 不利于纠纷调解。

( 三) 法官解纷思维的安全追求





例如, 在起诉离婚期间, 男方当事人陈某曾有过激行为。 他在法院门口曾抢走女方当事人宁某的身份证件和
手机, 向其弟弟发送 “ 报复、 杀人” 等恐吓信息, 并曾在第四次开庭后, 追赶先行离开的宁某并将其拖下车,
致宁某 受 伤。 参 见 《 “ 5 年 5 次 起 诉 离 婚” 案 终 判 离, 法 官 在 考 虑 什 么?》 , https: / / new. qq. com / omn /
20210506 / 20210506A09FJ500. html, 2021 年 6 月 1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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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面对离婚纠纷, 法官倾向于选择一种效率更高、 更为
安全的纠纷解决方式。 法官的纠纷解决思维与行为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首先, 法官倾向于在将诸多事项通盘考虑后作出决策。 根据表 1 中的数据, 可以发现法

院受理的离婚纠纷, 最终调解和好的几率很低, 只占总结案量的 1. 1%。 一方面, 双方当事
人存在很大分歧, 由此才选择诉诸司法。 另一方面, 很多离婚纠纷经村社干部、 基层司法所
干部等力量多次调解无果后, 当事人才起诉到法院。 因此, 虽然不可否认法院受理的一部分
离婚纠纷属于 “ 冲动离婚” “ 轻率离婚” , 和好的可能性较高, 不过, 大多数离婚纠纷调解

和好的可能性较低。 很多法官也认为, 法院所受理的离婚纠纷很多是 “ 走到最后一步了” 。
在这种情形下, 理性的纠纷解决选择是以一种风险更小、 遗留问题更少的方式来解除婚姻关
系。 解除婚姻关系通常会涉及子女抚养、 财产分割、 离婚损害赔偿和家务劳动补偿等一系列
事项, 法官倾向于通盘考虑。 这些事项的优先性存在差别, 如图 1 所示:

图1

离婚纠纷解决所涉及主要事项排列图

从法官的角度来说, 进入法院的离婚纠纷调解和好的难度较高, 成功的几率较低, 比较
现实的选择是调解离婚。 调解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要实现调解离婚的目标, 需要当事人在某
些事项上作出适当让步。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离婚纠纷的被告在纠纷解决场域
中具有较强的主动性, 原告起诉到法院, 希望法院判决准予离婚, 被告的态度对法院判决具
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纠纷解决场域, 被告往往会积极利用自身的主动地位, 要求原告在一
些事项上作出让步。 上文指出, 离婚纠纷中的原告多为妻子, 她们大多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
者, 离婚损害赔偿、 家务劳动补偿、 离婚时经济帮助的提出者。 为实现更快和更安全结案的
目标, 法官倾向于主动适应甚至积极利用纠纷解决场域的关系格局, 劝说双方当事人在优先
性较低的事项上作出妥协, 以实现调解离婚的目标。
其次, 调解与判决的策略性结合。 为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降低案件风险, 法官倾向于策
略性地使用调解与判决。 一方面, 法官利用判决维持婚姻关系为双方提供缓冲期, 以实现调
解和好或者调解离婚的目标。 当事人第一次去法院起诉离婚, 如果双方存在较大分歧, 法官
倾向于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这既可以为双方当事人继续沟通提供缓冲期, 也可以对他们产生
隐形压力, 促使他们合理调整心理预期和实际诉求。 在第二次起诉后, 如果双方仍存在很大
分歧, 矛盾很深, 综合考虑判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法官仍有一定几率判决维持婚姻关
系, 目的仍是为双方继续沟通与协商提供空间。 另一方面, 在调解难以成功必须作出判决的
情况下, 法官也会着重参照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在判决中最大限度体现他们的共识, 这可以
避免因为判决导致的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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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在裁判文书中作策略性说理。 一些离婚纠纷中当事人的矛盾十分激烈, 当事人性
格偏执, 直接判决离婚极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 出现不可控后果。 法官会倾向于判决维持婚
姻关系, 并以多种理由进行论证。 例如, 在上文所提到的宁某离婚一案中, 宁某多次起诉离
婚, 但对方坚决反对离婚, 并多次扬言报复, 法官最终以 “ 双方感情未破裂” “ 为保障家庭
 此外, 法官也会

稳定和社会和谐, 以不离婚更为适宜” 等理由作出维持婚姻关系的判决。

积极 “ 引经据典” , 进行情感说理。 在 《 民法典》 颁布实施之后, 法官开始积极援引离婚冷
 这些说理方式都有助于实现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

静期规定和立法精神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不过, 一些离婚纠纷当事人的矛盾过大,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
一的难度过高, 这给法官的文书说理带来极大挑战。 尤其当对原告提出的家庭暴力、 婚外性
关系等证据不予认定时, 会给法官更好地说理带来很大困难。 说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社会争


议和网络舆情, 对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

三、 法官解纷行为的制度约束
离婚纠纷解决实践中法官的行为逻辑与他们所受的制度约束有关。 正如有研究指出的,
法官的行为受到管理制度的评价, 法官行为的后果关系到他们自身的职业利益, 法官对自身
 对法官行为产生影响的制度约束不仅

利益的认知和遵循会影响乃至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

包括审判管理制度和法官管理制度, 还包括调控和指引法官行为的相关司法政策等。 当前,
法院的审判管理日益突出审限要求, 同时, 将案件量、 案件质效与评优评先、 职级晋升等法
官管理措施相挂钩。 这容易导致法官产生 “ 求快” 心理。 另外, 为保障案件处理的社会效
果, 各级法院围绕敏感案件审理、 案件风险防控等事项制定司法政策, 要求法官对案件风险
保持敏感, 在诉讼过程中积极防控与及时化解各类风险。 这容易催生出法官的 “ 求稳” 心
理。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 法官的审判权力已得到充分保障, 不过, 其所承担的案
件责任也相应提升, 而法官个人的纠纷解决能力还比较有限, 这种权责能不对等的制度环境
也可能进一步强化法官的 “ 求稳” 心理。

( 一) 凸显解纷效率的法院内部管理制度

组织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内部管理, 审判管理与法官管理是当前法院内部管理的两
个组成部分。 有效的内部管理既可以充分激励法官, 提高司法效率, 也有助于约束法官行
为, 保障司法公正。 如何更好地兼顾与平衡两者一直是法院内部管理的难点所在。 法院通过
改变指标设置、 丰富指标类型、 调整考核强度等方式来更好地兼顾与平衡两者。 不过, 笔者
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当前法院的内部管理仍有较强的效率导向, 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参见 《 “5 年 5 次起诉离婚” 案终判离, 法官在考虑什么?》 , https: / / new. qq. com / omn / 20210506 / 20210506A
09FJ500. html, 2021 年 6 月 14 日访问。
相关报道可参见 《 男子以 “ 妻子出轨生女” 诉请离婚, 法院: 根据 “ 冷静期” 的立法精神暂不判离》 , https: / / new. qq. com / rain / a / 20210507A08PQB00, 2021 年 6 月 14 日访问。
相关报道可参见 《 西安女子录下丈夫裸聊音频请求判决离婚被驳回, 法院: 录音侵犯了隐私权》 , 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685740488506886249&wfr = spider&for = pc, 2021 年 6 月 14 日访问。
参见王彬: 《 司法决策中的效用考量及其偏差控制》 , 《 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20 年第 8 期, 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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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法院内部管理的重要目标。
首先, 结案率考核在法院内部管理中的权重不断提升。 结案率考核有助于增强法官的工
作动力, 进而在整体上提高司法效率, 因而, 法院内部管理一直注重考核结案率。 例如, 在
审判绩效考核体系中, 设立 “ 结案率” “ 期限内结案率” 等指标, 并将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衡
量法官工作能力、 评优评先以及职级晋升的重要标准, 指标完成情况不理想的法官则可能面
临不利的制度评价。 近年来, 为应对案多人少困境, 进一步增强法官的工作动力, 结案率考
核权重在法院内部管理中不断凸显: 一方面, 结案率完成情况构成衡量法官工作能力的主要
甚至核心标准; 另一方面, 上级法院根据结案率对下级法院进行排名, 并定期公示。 在某些
地区, 上级法院会对排名靠后的法院的院长进行约谈, 法院内部也会根据结案率对审判庭和
法官进行排名, 这使得法官长期处于结案率考核的高压之下。
其次, 法院的审限管理日趋增强。 审限管理的初衷是减少和消除案件超审限现象, 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 法院的审限管理强度不断加大, 审限管理的目标逐渐从减少和
防范案件超审限转变为鼓励法官 “ 快结案” 。 一方面, 法院的审限要求不断提高。 这具体表

现为对 “ 隐性超审限” 现象的整治, 提高法官申请延长审限的门槛, 防范法官滥用申请权,
将结案率进一步细化为法定期限内结案率等。 另一方面, 法院的审限管理力度加大。 笔者在
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部分法院对法官的审执天数按月、 季度、 半年等进行排名, 对排名靠
后的法官进行诫勉谈话, 并将排名情况作为衡量法官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准。 欲实质性化解离
婚纠纷, 法官不仅需要了解案件事实, 深入挖掘引发婚姻危机的各类原因, 更需要积极排解
当事人的情绪, 努力修复破裂的婚姻关系, 这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但这又与日趋增强的
审限管理产生矛盾。
最后, 法官激励呈现出较强的办案效率导向。 以法官奖励制度为例, 我国法院实施奖励
制度, 对优秀法官进行奖励, 奖励的种类包括嘉奖、 三等功、 二等功、 一等功、 授予荣誉称
号等。 奖励制度有助于调动法官工作积极性, 引导法官忠于职守、 努力工作、 公正司法。 笔
者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当前法官奖励日益突出办案效率导向, 获得奖励的法官大多
是法院内的办案标兵。 将办案效率作为法官激励的主要乃至核心标准, 有助于增强法官解决

纠纷的内在动力, 提高司法效率, 但是, 由此也容易导致法官产生 “ 求快” 心理, 过度追求
办案速度, 忽视实质性解决纠纷。

( 二) 强化案件风险防范的司法政策调控制度

司法政策是司法机关所制定的对司法活动进行指引和规范的规则, 表现为一系列路线、

 法官解决纠纷的活动也受到相关司法政策的指引和调控。 相比于其

方针、 原则和指示等。

他类型的纠纷解决行为, 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行为所受到的政策调控更为广泛和深入, 这是
因为现阶段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快速转型, 审判实践对灵活性更强的司法政策有较高需求。 另
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稳定事关社会整体秩序, 法官需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导入社会
秩序的要求, 这也要依赖于司法政策的指引和调控。 不过,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
现, 法院对于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行为的政策调控日益偏向对案件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当前, 法院内部形成了日臻完善的案件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




参见李大勇: 《 司法政策论要———基于行政诉讼的考察》 , 《 现代法学》 2014 年第 5 期,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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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风险评估制度。 对于社会关注度高, 可能引发争议、 舆论炒作乃至群体性事件的敏感案
件, 法院要求法官保持充分敏感, 在立案、 审判和执行等环节进行风险评估和预判, 对存在
风险的案件要及时上报。 二是风险防范制度。 根据相关司法政策要求, 法官需要树立诉讼风
险防控意识, 及时全面掌握当事人的思想状况, 加强调解工作, 防止矛盾激化。 由于离婚判
决容易引发诸多案件风险, 所以部分法院规定了离婚判决的案件汇报和请示制度, 要求法官
在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前, 需要向庭长和分管副院长汇报, 各方共同研讨, 对判决可能引发
的风险进行分析和研判。 三是风险防控不力的问责制度。 部分法院建立连带责任制来强化法
院内各个主体防控案件风险的意识和动力。 未充分履行风险评估和防控职责, 引发涉诉信
访、 舆论炒作、 群体性事件等, 案件承办法官、 庭长以及分管副院长不仅要承担繁重的维稳
任务和矛盾化解责任, 甚至还可能会面临问责。 法官个人的等级评定、 职位晋升、 评优评先
等也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完善的案件风险防控制度体系旨在提升法官追求案件处理社会效果的内在动力, 不过,

对于案件风险防控的过高要求和过严问责容易导致法官产生 “ 求稳” 心理, 反而可能对案
件的社会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以离婚纠纷解决为例, 由于离婚纠纷的特殊性, 法官在解决纠
纷时更容易出现各类风险。 法官在 “ 求稳” 心理的作用下, 可能会放大对于案件风险的认

知, 针对存在风险苗头的案件作出维持婚姻关系的判决, 这导致 “ 第一次不判决离婚” 乃至
“ 多次不判决离婚” 现象的出现以及多发。 面对过高的案件风险和随之而来的问责, 法官缺
乏足够的动力来按照内心确信作出裁判, 而更愿意选择墨守表面规则, 选择风险更小而非更
能化解矛盾的解纷策略, 在撰写裁判文书时也倾向于利用格式化语言来说理。 “ 求稳” 心理

还可能会影响法官对法律的实际适用。 以 “ 离婚冷静期” 条款为例, 该条立法的目的是防止
轻率离婚, 但在司法实践中, 该条款成为部分法官避险策略的法律背书。
( 三) 权责能不对等的司法责任制度

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 “ 牛鼻子” , 通过充分落实审判责任制, 实现

了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的目标, 法院内部初步建立起权责明晰、 权责统一、 监督有
序、 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不过, 笔者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审判权力运行
过程中仍可能存在权责能不对等的隐忧。 这在离婚纠纷解决实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权责能
不对等的制度环境会进一步增强法官个人的 “ 求稳” 心理。

首先是审判权力与案件责任的不对等。 改革前, 法院内部的合议庭、 审判委员会, 以及

庭长和院长之间的权责关系不明晰, 作为审判主体的合议庭承担了案件责任, 却缺乏与之相

匹配的审判权。 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贯彻 “ 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 , 强化独任庭、
合议庭的法定审判组织地位; 同时, 明确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依法合理确定审判委员会讨论
案件的范围, 这些措施都有效改变了之前权责不对等的问题。 不过, 在改革转型期, 仍可能
出现另外一种形式的权责不对等问题。 一方面, 伴随法官的审判权力得到保障, 法官所承担
的案件责任也随之增加, 除了错案责任之外, 法官还承担了案件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责任以及
案件引发涉诉信访的维稳责任, 案件责任还可能伴随矛盾纠纷的演化而随之扩大。 另一方
面, 法院对于错案的认定标准还不十分明确。 案件的法律效果比较明确, 案件的社会效果则
比较模糊, 衡量社会效果的标准也很难充分明晰。 在司法实践中, 对法官的问责呈现出较强
的结果导向, 案件引发网络舆情、 出现 “ 民转刑” 后果等都可能成为法官被问责的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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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案件风险和责任过重时, 法官倾向于选择采取一系列策略来转移或者分散风险和责
任。 一方面, 法官可能将案件责任转移到庭长、 分管副院长以及院长。 例如, 若碰到一些矛
盾十分激烈、 法官多次判决不离婚的案件, 承办法官大多希望庭长和分管副院长能够介入并

分担案件责任, 进而也可能选择顺势将这一 “ 烫手山芋” 转交出去。 因此, 对于要求离婚判
决需征求庭长和分管副院长意见的内部政策, 法官其实并不是全然反对的。 另一方面, 法官
通过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从而分散案件责任。 例如, 将矛盾激烈的离婚纠纷提交审
判委员会讨论, 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仅会就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 文书说理、 矛盾化解等事项
提出建议, 而且在客观上也分担了法官所承受的压力与风险。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
现, 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范围过大既因为审判委员会职能不清晰, 也因为部分法官选择将一
些不属于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范围但当事人矛盾十分激烈的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以至
于部分法院制定内部政策, 要求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前需经庭长和分管副院长的同意, 以
限制法官的责任分散策略。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 法官针对当事人矛盾激烈案件的责任
转移和分散策略缺乏实施的机会与空间, 案件责任大多集中于承办法官个人, 从而产生权力
与责任不对等的隐忧。
其次是审判权力与纠纷解决能力的不对等。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面对一些
当事人矛盾激烈的离婚纠纷, 法官虽然具有相应的审判权力, 但是缺乏足够的纠纷解决能力
以实现案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目标。 充分化解矛盾, 要求法官不仅具备专业
的法律知识, 还需要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和社会知识。 同时, 法官需要获得法院内外各个主体
的充分配合与协助。 一方面, 法院的院长、 分管副院长、 庭长等大多具备丰富的审判经验和
社会知识, 能够较好地预判和防范案件风险。 另一方面, 法院以外的村社干部和当事人的近
亲属在矛盾化解和纠纷调解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 为充分发挥上述主体的作用, 各级法院建
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积极吸收各方力量参与纠纷解决。 不过, 从基层法院的情况来
看, 外部力量的介入相对有限, 所发挥的作用也并未达到预期。 面对当事人矛盾较为激烈的
离婚纠纷, 法官个人的解决纠纷能力相对有限, 在缺乏外部充分配合与有效帮助的背景下,
法官个人则可能更偏向于 “ 求稳” 。

为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职能作用, 维护婚姻家庭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从 2018 年开始大力

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其中, 推进机构队伍专业化建设, 组建专业化家事审判
机构或者团队是改革重点, 这有助于扭转权责能不对等的制度环境。 不过, 从基层法院的情
况来看, 家事审判改革在扭转权责能不对等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 一方面, 很多地区的法院
一线审判力量薄弱, 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来组建专业化的家事审判团队; 另一方面, 家事纠
纷往往矛盾激烈、 审理难度大、 案件风险高, 一些矛盾十分激烈、 多次判决不离婚的离婚纠
纷成为法院内部谁都不愿主动接手的 “ 烫手山芋” 。 对于大多数法官来说, 随机分案则是一
个相对可以接受的制度安排。

四、 法官解纷行为的社会约束
法官的解决纠纷行为还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 近年来, 我国基层社会处于快速结构转型
过程中, 传统社会中用以维系和稳定婚姻关系的社会纽带逐渐弱化, 全国婚姻市场也逐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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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传统的本地通婚圈, 婚姻市场上存在激烈竞争和挤压, 这给法官解决离婚纠纷带来了困难
与挑战。 同时, 结构转型还可能削弱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社会基础, 这导致法官吸收社会力
量解决离婚纠纷的实际效果不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倾向于选择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和婚
姻市场形势, 将防止矛盾激化、 稳定婚姻关系作为离婚纠纷解决的主要目标。
( 一) 社会转型对法官解纷的目标设定

基层法院受理的离婚纠纷有较大一部分来自农村, 尤其在人民法庭, 农村离婚纠纷占比
更大。 离婚纠纷的增多与多个原因相关, 其中, 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传统维系和稳定婚姻关
系的社会纽带弱化是主要原因。
根据相关研究, 维系和稳定婚姻关系的传统社会纽带主要有三种: 一是社会价值纽带。
有研究将中国农民的人生价值分为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 前者是关于人的社会的根本性
 社会性

价值, 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值; 后者是在社会交往层面, 受他人评价方面的价值。

价值服务和依托于本体性价值。 在传统中国社会, 祖先崇拜是本体性价值的重要内容。 由祖
先崇拜进一步延伸出世系继替的要求, 这赋予了传统婚姻关系强大的韧性。 二是社会舆论压
力。 例如, 村庄舆论鼓励维持婚姻关系, 反对离婚。 村民们基于社会交往和生产生活合作的
需要, 会在意他人的评价, 愿意按照村庄舆论行事, 在离婚纠纷产生后, 也愿意接受其他村
民的调解。 三是社会关系网络。 费孝通提出, “ 家庭只是社会圈子中的一环……不能说它自
 村庄社会关

成一个单元” , 在家庭、 家族和村庄之间, “ 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 。

系网络构成了维系和稳定婚姻关系的纽带, 无论是社会舆论的作用, 还是社会规范的约束,
实际都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依托。
在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 维系与稳定婚姻关系的社会纽带逐渐弱化。 首先, 本体性价值

受到个人主义观念的冲击。 个人主义的兴起是当前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体现, “ 个人独立自
主性日益增加、 个人的情感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所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 个人欲望日益强
 新近的实证研究发现, 个体化进程

烈” , 同时, “ 家庭生活中情感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 。

中的个体掌握了婚姻的自决权, 个体的情感体验和诉求得以凸显, 情感体验成为婚姻选择和
 其次, 社会舆论的约束力减弱。 通过对乡村社会的调研发现, 当前

存续的重要影响因素。
 再次, 社会关系

村庄舆论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比较有限, 婚姻关系的公共性也逐渐弱化。

逐渐松散化。 社会规范与村庄舆论对婚姻关系的调控力不仅取决于信息的充分流动和共享,
还取决于社会关系的亲密度。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社会关系的亲密度有下降的趋势, 村庄逐

















参见贺雪峰: 《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 , 《 开放时代》 2008
年第 3 期, 第 52-54 页。
费孝通: 《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6-40 页。
阎云翔: 《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 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 , 龚小夏译,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47、 251 页。
参见施磊磊: 《 个体化进程与农村青年离婚的形成机制———以皖北 Y 村为个案的质性探究》 , 《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年第 8 期, 第 19 页。
参见李永萍: 《 断裂的公共性: 私人生活变革与农民婚姻失序———基于东北 G 村离婚现象的分析》 , 《 华中农
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4 期,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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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从 “ 熟人社会” 转变为 “ 半熟人社会” , 这会导致社会规范对于婚姻关系的调控力减弱。

离婚纠纷多发的深层原因是传统维系婚姻关系的社会纽带逐渐弱化, 这导致婚姻关系的

稳定性下降。 在此背景下, 法官的离婚纠纷解决活动逐渐承担起维系和稳定婚姻关系的功
能。 因此, 稳定婚姻关系不仅是国家对司法的目标设定, 还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基层社会对司
法的内在需求。 法官在解决离婚纠纷时, 需要围绕稳定婚姻关系这一目标, 最大限度地发挥
司法稳定婚姻关系的功能。 在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 法院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方
面, 矛盾较小的离婚纠纷大多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 一部分矛盾比较激烈的离婚纠纷经由
基层司法行政人员调解后得以化解。 法院所受理的离婚纠纷大多矛盾比较激烈, 解决难度
大。 另一方面, 法官的离婚纠纷解决实践会对基层司法所、 村社组织的调解工作产生影响,
也会指引社会成员的婚恋行为。 这意味着法官更需要从稳定婚姻关系的角度来解决纠纷。
( 二) 婚姻市场形态对法官解纷导向的塑造

婚姻市场也是影响离婚纠纷解决的重要因素。 伴随打工经济兴起, 人员的跨区域流动增
多, 传统的本地通婚圈逐步被打破, 全国婚姻市场逐渐形成, 男性和女性也构成了婚姻市场
上的资源。 由于男女比例过于失调, 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婚姻市场存在激烈竞
争, 并出现了婚姻挤压。 一方面, 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处于婚姻市场的低洼
地带, 他们受挤压程度较高, 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处于婚姻市场的优势
地带, 受挤压程度较低。 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 中西部地区适婚男性的受
挤压程度高于东部地区适婚男性的受挤压程度; 农村地区适婚男性的受挤压程度高于城市地
区适婚男性的受挤压程度。 另一方面, 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


男性的受挤压程度较高, 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的受挤压程度较低。

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挤压会激化离婚矛盾。 首先, 受挤压的适婚男性及其家庭产生较
强的婚配焦虑。 一般来说, 受挤压程度越高, 婚配焦虑越强, 而婚配焦虑越强, 离婚矛盾也
就越为激烈。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很多男方当事人激烈反对离婚, 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担心离异后再婚困难。 部分男方当事人之所以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甚至额外补
偿, 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再婚做经济准备。 其次, 婚姻缔结成本迅速攀升。 无论是政府统计
数据、 媒体报道, 还是学界相关研究, 都揭示出近年来我国社会彩礼数额的迅速增长, 部分

地区甚至出现 “ 天价彩礼” 现象。 此外, 买房、 买车以及结婚仪式开支都呈现出较快的上涨
幅度, 从而在整体上推高了适婚男性缔结婚姻的成本。 这既进一步增强了适婚男性及男性家
庭的婚配焦虑, 也可能激化离婚矛盾。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双方当事人在彩礼
返还、 经济补偿等方面的利益纷争是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 同时也是法官调解的难点所在。
再次, 特殊婚姻有所增加。 特殊婚姻包括 “ 入赘婚” “ 隔代婚” “ 姐弟婚” 等。 部分适婚男
性难以负担高额彩礼, 会选择入赘; 部分适婚男性则可能寻找年纪较大的女性或者离异女
性。 此类婚姻陷入危机后, 双方的矛盾往往十分激烈, 法官调解的难度较大。







有关 “ 半熟人社会” 的论述可参见陈柏峰: 《 半熟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9 年版, 第 337 页。
杨华: 《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2019 年第 4 期,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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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解决离婚纠纷时需要充分考虑当事人在婚姻市场上的现实处境。 一部分当事人之所
以情绪不稳定, 态度激烈, 可能与个人性格有关, 在深层次上也缘于婚姻挤压下的婚配焦
虑。 法官很难改变当事人在婚姻市场上的处境, 因而无法从根本层面消除他们的婚配焦虑,
只能选择通过判决维持婚姻关系、 劝说对方当事人降低诉求等方式尽量避免当事人因为焦虑
产生过激行为。 另外, 一部分男方当事人要求女方返还彩礼以及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 这些
诉求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情理, 但结合当事人在婚姻市场上的
现实处境, 这些诉求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法官也倾向于从当事人在婚姻市场上的现实
处境出发, 劝说对方当事人作出适当的让步。
( 三) 社会基础对法官解纷能力的制约

离婚纠纷的有效解决还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基础。 从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实践来看, 当前
离婚纠纷解决的社会基础并不充分, 这可能会减弱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能力。
第一, 社会力量的介入相对有限且所发挥的作用并未达到预期。 当事人的近亲属、 村社
干部以及社会组织成员是解决离婚纠纷的主要社会力量。 相比于法官, 社会力量具有独特优
势。 一方面, 他们与当事人的生活工作存在交集, 更加清楚矛盾的来龙去脉, 了解双方当事
人的性格, 知悉他们的诉求。 另一方面, 他们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紧密的社会关系, 因而他们
的调解更能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和接受。 因此, 各级法院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吸收社会力量参与
离婚纠纷解决。 不过, 笔者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研发现, 社会力量的介入相对有限。 一方
面, 当前婚姻关系的私密性不断增强, 社会力量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 社
会力量与法院存在目标冲突。 进入法院的离婚纠纷大多矛盾激烈, 调解和好的几率很低。 法
官希望社会力量积极劝说双方当事人调解离婚, 而当事人的近亲属、 村社干部则大多希望能
够调解和好。
社会力量的纠纷解决效果也并未达到预期。 当事人的近亲属、 村社干部之所以能够调解
纠纷, 固然与个人的工作能力有关, 但从社会层面看, 他们与当事人的社会关系, 以及所依
凭的舆论支持则是纠纷调解的现实基础。 正如有研究指出的, 第三方的调解在稳定、 紧密结
 而上文的分析提到, 在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 社

合、 层级分明的社会中更具现实可行性。

会舆论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逐渐下降, 社会关系也逐渐松散化, 这都会减弱社会力量的调解
能力。 笔者通过在乡村地区的调研发现, 社会力量正在从 “ 调解员” 转变为 “ 信息员” 。

第二, 法律与社会规范未能充分协同。 有效解决离婚纠纷, 不仅需要发挥法律的作用,

还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会规范。 在婚姻家庭领域, 法律的介入需要保持必要的限度, 不能对个
 同时, 法律的介入需要以激活、 培育和增强社会规范对婚姻

人的道德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家庭的调控作用为目标。 从 《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和各级法院大力推进的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来看, 社会规范的指引和调控作用均得到了强调; 不过, 笔者通过在基层法院
的调研发现, 社会规范在解决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 其一,
转型背景下社会规范的内涵有所转变。 以 “ 过日子” 观为例, 有研究发现, 在农民的 “ 过







参见 [ 美] 约翰·O. 黑利: 《 揭开厌讼者的神秘面纱: 日本人厌讼吗?》 , 王荣余译, 载周尚君主编: 《 法律
和政治科学》 2019 年第 1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79 页。
参见蔡琳: 《 家庭秩序: 国家法的构造与限度》 , 《 浙江学刊》 2020 年第 5 期, 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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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 过日

日子” 观念里, 抚育后代是人生任务, “ 凑和” 是维系婚姻生活的主要策略。

子” 观念里增加了个人情感体验和生活享受内容。 所以, 当年纪较大的法官援引 “ 过日子”

观来劝解青年夫妻和好时, 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其二, 社会规范的效力有所减弱。 当
前社会规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与对婚姻关系的调控力有所减弱。 法官对社会规范的策略性
援引则可能进一步削弱人们对社会规范的认同。 其三, 部分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与社
会规范之间存在张力。 一部分婚姻家庭立法条款和司法解释对社会现实关照不够, 有可能会


妨碍社会规范的运行, 削弱规范的社会认同, 进而可能降低婚姻关系的稳定性。

第三, 社会机制未能充分发挥助力作用。 社会规范的运行依赖于一系列社会机制, 如人
情机制、 面子机制等。 社会规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机制的有效运
行。 社会机制也能助推法官的纠纷解决, 法官也会积极利用人情和面子来说服当事人。 不
过, 笔者通过对乡村地区的调研发现, 人情、 面子等社会机制对于社会规范和纠纷解决的助
力效果并不理想。 缺乏社会机制的充分助力, 社会规范对个人的约束力有所减弱, 当法官援
引社会规范来劝说当事人时, 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调解效果。
由于社会基础的不理想, 法官的纠纷解决能力不高。 面对矛盾十分激烈的离婚纠纷, 对
于法官来说, 更为理性的选择是避免矛盾激化。 因而, 法官往往偏向于采取判决维持婚姻关
系的策略向当事人施压, 促使当事人通过调解解除婚姻关系。 法官解决离婚纠纷面临的困境
实际是当下国家介入私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传统社会, 国家对于婚姻关系的介入是有限且

简约的。 婚姻纠纷也被国家作为细微的、 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最好由社会 ( 社区、 亲族) 以
妥协为主的纠纷调解机制来处理。 当一些纠纷未能解决, 当事人告上法庭后, 国家仍会通过
 当前国家对于婚姻关系的介入不断加深: 一方面, 增强法

非正式的社会调解来解决纠纷。

院在调解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方面的职能; 另一方面, 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和项目
扶持来激活和培育社会规范, 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 不过, 由于社会基础的不理
想, 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往往并未达到预期。

五、 法官行为约束的制度改革方向
当前法院解决离婚纠纷的实践与法律的要求和社会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 这并不完全是
因为法官个人欠缺法律素养和司法经验, 很大程度上是法官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约束共
同塑造的结果。 近年来, 人民法院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改善离婚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 回应社
会公众的期待。 由于没有改变法官行为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约束, 因此, 很多措施的实际效果











参见陈辉: 《 过日子: 农民的生活伦理———关中黄炎村日常生活叙事》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56 页。
参见强世功: 《 司法能动下的中国家庭———从最高法院关于 〈 婚姻法〉 的司法解释谈起》 , 《 文化纵横》 2011
年第 1 期, 第 24-30 页; 赵晓力: 《 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 《 文化纵横》 2011 年第 1 期, 第 31-34 页;
巫若枝: 《 三十年来中国婚姻法 “ 回归民法” 的反思———兼论保持与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 , 《 法制与
社会发展》 2009 年第 4 期, 第 67-85 页。
参见黄宗智: 《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 《 开放时代》 2008 年
第 2 期,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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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理想, 一部分措施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固化原有的制度约束和社会约束。 扭转法官的行为
逻辑, 提升案件的社会效果, 需要从调整与改善法官行为的制度和社会约束条件着手。
首先, 应调整法官行为的制度约束条件, 积极引导法官实质性化解离婚纠纷。 具体来
说, 审判管理指标的设计和考核强度需要结合不同类型案件审理的实际情况, 避免采取一刀
切的管理方式。 对于矛盾复杂、 社会关注度高的离婚纠纷, 需要在不违反司法规律、 不影响
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探索灵活有效的审判管理措施。 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提升审
限管理的弹性, 避免审限成为法官实质性化解纠纷的阻碍。 当前法院内部过于硬性的审限管
理导致法官很多时候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深入调查取证及实质性化解纠纷, 因而需要探索
如何增强审限管理的弹性, 即在不产生案件超审限后果的前提下, 根据离婚纠纷解决的具体
情形, 赋予法官申请延长审限的相应权力。 其二, 明晰错案认定的标准, 扭转错案问责的结
果导向。 虽然各级法院就错案的认定标准均有明确规定, 但在司法实践中, 错案认定的标准
仍有较大的模糊性, 案件引发上访、 网络舆情、 群体性事件等都可能导致承办法官面临问
责, 这导致法官解决离婚纠纷时会选择 “ 求稳” 。 减弱和消除法官的 “ 求稳” 心理, 需要结
合纠纷解决实际进一步明确错案认定的标准, 尤其要避免将上访、 网络舆情、 群体性事件作
为问责法官的主要甚至唯一理由。 其三, 法官激励需要兼顾公平和效率。 减弱和消除法官的
“ 求快” 心理, 需要弱化法官激励的效率导向, 尤其应避免将办案效率作为奖励法官的主要
甚至唯一标准, 需要增加当事人权益保护、 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影响权重。

切实增强法官纠纷解决能力是实现实质性化解离婚纠纷的关键。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
下, 法官的审判权力得到充分保障, 不过, 法官个人的纠纷解决能力还比较有限。 尤其当面
对矛盾十分激烈的离婚纠纷时, 法官个人的纠纷解决能力更显得捉襟见肘, “ 求稳” 进而成

为法官的理性选择。 减弱和消除法官的 “ 求稳” 心理, 扭转法官的行为逻辑, 需要从根本上
提高法官的纠纷解决能力。 一方面, 在不违反司法规律、 不产生司法干预风险的前提下, 赋

予其他主体配合、 参与和协助法官解决纠纷的制度空间。 尤其是针对矛盾激烈的离婚纠纷,
需要充分吸收社会阅历、 审判经验更为丰富的法官共同参与纠纷解决。 不过, 其他主体的参
与不应干预和妨碍法官的审判权。 另一方面, 应深入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充
实家事审判力量, 推动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逐步改变权责能不对等的制度环境。 当前家事
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仍应重在防范权责能不对等隐忧, 提升法官纠纷解决能力。 同时,
为提高改革实效, 家事审判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家事审判队伍建设, 扩大家事审判队伍的规
模, 提高审判队伍的业务水平, 以适应不断增大的离婚纠纷解决需求。
其次, 应改善法官行为的社会约束条件, 夯实法官实质性化解离婚纠纷的社会基础。 近
 法院

年来, 许多研究都发现并逐渐重视社会力量和社会规范在家事审判领域的重要作用。

也通过积极推动 “ 诉调对接” “ 两个一站式” 建设等举措来充分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离婚纠纷
解决。 很多地方党委和政府推动基层村社组织制定村规民约, 开展各种形式的家庭文明建
设, 以积极发挥社会规范对个人行为的指引和调控作用。 很多措施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婚




相关研究可参见肖新喜: 《 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社会化》 , 《 中国法学》 2019 年第 3 期, 第 106 页; 张剑源:
《家庭本位抑或个体本位? ———论当代中国家事法原则的法理重构》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0 年第 2 期, 第
137-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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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矛盾有所减少, 离婚率过快攀升的势头得到遏制。 不过, 由于社会基础的不理想, 还有很
多措施的实际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法院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离婚纠纷解决的效果也不明显。 因
此, 改善法官行为的社会约束条件, 需要在根本上夯实法官实质性化解离婚纠纷的社会基
础。 一方面, 需要充分激活旧有的社会机制或者重建新的社会机制, 以实现社会规范对个人
行为的有效指引和充分调控。 目前, 部分地区推动网格化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 利用网格机
制和诚信机制来辅助法律、 公共政策和村规民约的实施, 这可能是夯实离婚纠纷解决的社会
基础的一个可行路径。 另一方面, 需要坚持村社本位, 充分发挥基层村社组织在化解离婚纠
纷、 稳定婚姻关系方面的作用。 当前, 我国的农村和城市社区仍具有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
村社组织也可以依靠网格化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来增强自身的纠纷解决能力, 实现实质性化
解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的目标。 对于法院来说, 这既有助于减轻案件压力, 也有助于法
官吸收村社干部以更好地解决离婚纠纷。
离婚纠纷的多发与解决困境也与离婚纠纷发生的宏观社会背景有关。 当前, 传统本地通

婚圈逐渐被全国婚姻市场取代, 婚姻市场存在激烈竞争与挤压, 这既是 “ 天价彩礼” “ 天价
宴席” “ 瞎话媒” 等婚俗乱象的温床, 也是导致离婚矛盾激烈、 解决困难的深层原因。 近年
来, 部分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探索, 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引导适龄男女青年的婚恋行为, 减

少和消除 “ 天价彩礼” “ 天价宴席” 等不良婚俗现象, 抑制个人婚姻缔结成本的过快增长,
这对于减少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都具有积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婚恋行为的引导
和对婚俗现象的整治应当避免对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和法律权益产生妨碍或限制。 从更根本的
层面讲, 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和过度挤压是离婚纠纷解决困境的深层原因。 而这与男女比例
失衡、 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关。 因而, 改善法官解决离婚纠纷的社
会环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需要多个部门相互协作, 长远施策。
最后, 应秉持司法有限的原则, 合理确定司法与社会在稳定婚姻关系方面的角色。 在社
会转型背景下, 传统维系和稳定婚姻关系的社会纽带有所减弱, 司法在稳定婚姻关系方面被
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婚姻属于私人生活领域, 司法的介入需要保持一定限度。 同时, 司法的
 过度延伸司法的职能, 不仅会给法院带

能力也是有限的, 司法只能局部回应社会的需求。

来过重的案件压力, 也不利于离婚纠纷的有效解决。 当前, 在解决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
方面, 司法的作用过于突出。 实质性解决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 需要相关部门相互协
调、 通力合作, 需要共同发挥法律、 公共政策、 社会规范的调控作用。 同时, 当事人也需要
充分认识到司法职能的专业性和司法能力的有限性, 避免对司法产生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
将婚姻乃至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 这会给法官带来过重压力。 另
外, 需要切实发挥社会自身在稳定婚姻关系方面的主导作用。 司法在稳定婚姻关系方面的作
用则是辅助性和补充性的。 近年来, 法院推动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希望通过司法

来 “ 撬动” 社会资源, 逐步培育社会内生秩序, 但实际结果是司法在稳定婚姻关系中担负了
主导作用。 化解离婚纠纷, 稳定婚姻关系, 需要发挥社会的主导作用, 避免由司法承担过多




考默萨指出: 由于自身扩张性弱、 能力低, 司法实际上也难以具有治理的比较优势。 受制于物质、 资源、 能
力局限, 司法只能进行局部的供给。 参见 [ 美] 尼尔·K. 考默萨: 《 法律的限度: 法治、 权利的供给与需
求》 , 申卫星、 王琦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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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社会约束下的法官行为———以基层法院的离婚纠纷解决为经验

的任务和职责。

结

语

法官的行为受到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从制度与社会约束的角度分析法官解决离
婚纠纷的行为逻辑, 有助于实现对法院纠纷解决实践的全面深入理解。 通过研究基层法院离
婚纠纷解决实践可以发现, 法官解纷行为具有较强的效率导向和风险规避导向, 这既是因为
法院内部的部分管理措施和司法政策催生出法官的 “ 求快” 和 “ 求稳” 心理, 也是因为婚
姻关系的快速变迁与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挤压给离婚纠纷解决带来了过多挑战与过重压
力。 本文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纠纷解决活动。 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
下, 法院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不断凸显, 所承担的治理任务也不断增多。 不过, 法官解
决纠纷的能力还比较有限, 而当法院内部的考核压力和外部的社会压力过大时, 法官有可能
选择采取一系列策略来规避责任和风险。 这会削弱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 甚至还可能导致解
纷实践偏离法律的轨道, 进而可能对法院的司法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 对于离婚纠纷
解决实践的分析对整体上理解基层司法运行也具有一定启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rts have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resolving di-

vorce disputes and stabilizing marriage relationships. However, relevant media reports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have revealed that the social effect of resolving divorce disputes by court is not satisfac-

tor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prominent phenomenon of not judging divorce in the first
court hearing, the difficulty of identify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difficulty of relief after divorce.

The judges behavior has a strong efficiency orientation and risk avoidance orientation under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onstraints. Trial administration and judicial policies in primary courts which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and reducing risk can easily give birth to the judges psy-

chology of seeking speed and stability. The rapid changes in marriage relations and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have brought great pressure to judges,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resolving
disputes is not ideal. To effectively reverse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judges dispute resolution and im-

prove the social effect of dispute resolution, we need to adjust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constraints of judges behavior. The key is to strengthen social foundation of dispute resolution and
make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forces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marriage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Divorce Disputes; Trial Administration; the Cooling - off Period of Divorce; Soci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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