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爸爸是老板，妈妈只是每月
4000 元工资的普通员工。这样
一对收入差距较大的夫妻离婚
时，争夺的不是财产，而是年幼的
女儿。父母双方，爸爸经济条件
优越，妈妈收入和身体状况都不
佳，但双方都想争夺女儿的抚养
权。法官会将孩子判给谁呢？法
院将子女判给一方抚养的标准是
什么？

张某（男）和李某2010年1月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相识并产生好
感，双方交往半年多后结了婚。
最初他们的感情很融洽，可是随
着2012年4月女儿优优的降生，
夫妻俩开始因为生活习惯、子女
教育、婆媳矛盾等一些生活琐事
而争吵。优优 5 岁时，他们的婚
姻亮起了红灯。

离婚是张某先提出来的，倔
强的李某马上就答应了，两人也
因此分居。然而，在孩子归谁抚
养的问题上，他们却难以达成一
致。虽然李某很想抚养女儿，但
她却不希望离婚演变成夺子大
战，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于是，
分居时，她只能默认让优优暂时
跟随父亲，随同爷爷奶奶居住，自
己搬出去租房住。

分居后，李某诉至法院要求
离婚，并提出，她愿意放弃夫妻共
同财产，只要女儿的抚养权。李
某要求离婚后张某每月只需支付
女儿生活费1000元，女儿的医疗
费和教育费根据每月实际花费，
由她和张某各担一半。李某的父
母也表示愿意为李某和优优提供
居住房屋（提供了房产证），在李
某工作时帮助李某照看和抚养优
优。

在法官看来，原被告均表示
要求抚养子女，这是父爱母爱的
体现。原被告均具备抚养小孩的
收入、居住条件，但抚养子女不仅
仅在于物质生活条件是否优越，
也在于对子女心理、思想、精神方
面的教育培养，还应遵循有利于
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
益的原则。法院认为，优优自出
生一直与原被告居住生活在一
起，但优优是女孩，且年龄幼小，
原告作为母亲，抚养优优更加适
宜。况且原被告离婚后，双方居

住地均在城区，被告即使探视、照
顾小孩，亦较方便。一审法院从
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角度出发，
将孩子判给了李某。

李某以为有了法院的判决，
她就可以和女儿团聚，但没想到，
张某不服判决，上诉到中级人民
法院。

张某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
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按照规定，
夫妻离婚时，两周岁以下的子女，
一般判其跟随母亲生活为宜。可
如今优优已经 5 岁了，法官不能
再依据这样的规定作出判决。并
且，张某认为其居住条件和经济
条件都优于李某。他还说，从他
们分居时，优优就一直跟自己住
在一起，李某没有尽到母亲的责
任。

为了让二审法院改变原判
决，张某还提交了李某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的新证据。张某告诉法
官，李某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从事
高强度工作，因此收入有限，而他
身体健康，还是老板，能给孩子提
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让孩子更好
地成长。

张某言之凿凿，李某心里忐
忑不安。李某承认，她的经济条
件不如张某，可仍向法庭提交了
她每月4000元的收入证明。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
的经济收入、身体状况确实优于
李某，但这些并不是判断子女抚
养归属的最重要条件。李某虽然
有先天性心脏病，可她有稳定的
工作和收入。原审法院综合考虑
优优年幼等实际状况，判决由李
某抚养并无不当。最后，二审法
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看
谁的条件好固然重要，但照顾好
孩子更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
绝大多数家庭都进入了小康生
活，经济条件重要，但经济条件已
不是法院判决抚养权的唯一和最
重要的标准。

子女的抚养问题关系到未成
年子女的健康成长，为保障子女
的合法权益，《婚姻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对离婚后子女随哪方生活

作出了明确规定。就抚养问题法
律规定和法院作出判决的总的原
则就是一个，即“有利于子女成
长、保障子女合法权益”。但必须
明白，这个总原则在判决时是要
通过很多具体情况来衡量的，而
不是简单地由其中一两个因素决
定。

以下就子女抚养归属的确定
标准、标准的优先次序及认识误
区做简单介绍：

离婚后子女抚养归属的确定
标准

《婚姻法》第 36 条规定：“离
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
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
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
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
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议不能
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
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作出
判决。”1993 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
见》(以下简称《离婚子女抚养意
见》），对审理离婚后子女抚养问
题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结合这一
司法解释，子女的抚养归属问题
应区别以下情况处理：

(一)哺乳期内子女抚养问题
的确定（2周岁内）

处于哺乳期的2周岁以下的
婴幼儿，正处于人身发育的初期，

其成长急需母乳喂养和母爱的滋
润，而哺育婴幼儿也是母亲的天
职。《婚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
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
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
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
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
情况判决。《离婚子女抚养意见》
第1条规定：“2周岁以下的子女，
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患有久
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
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
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
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因其他
原因，子女的确无法随母方生活
的。”

《离婚子女抚养意见》第2条
规定，父母双方协议 2 周岁以下
子女随父方生活，并对子女健康
成长无不利的，可予准许。这是
在保证子女健康成长的前提下，
对父母双方子女抚养协议效力的
一种确认。

(二)关于哺乳期后子女抚养
问题的确定（2~10周岁）

对于2周岁以上的子女抚养
归属，法院应当考虑父母双方的
思想品德、抚养能力、抚养条件等
诸多因素加以确定。

根据《离婚子女抚养意见》第
3、4条的规定，对2周岁以上未成
年的子女，父方或母方均要求随

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予优先考虑：已做绝育手术或
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子
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
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
的；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
子女的；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
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
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
父方与母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
相同，双方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
生活，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
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可作
为子女随父或母生活的优先条件
予以考虑。

（三）考虑子女意见确定
（10~18周岁）（或至16周岁）

《离婚子女抚养意见》第5条
规定，对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子
女抚养归属，应考虑子女的意
见。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识
别能力，对选择随父母哪一方生
活，已能作出一定的判断选择。

根据《离婚子女抚养意见》第
6 条的规定，婚姻当事人在离婚
后如仍在同一地区居住生活，在
不改变子女学习环境和不影响子
女生活安定的情况下，父母双方
可协议轮流抚养子女。

（小许）

穷妈妈与富爸爸争夺女儿抚养权

【案情】

小瑛与男友小杰恋爱一年多
后分手，小瑛起诉索要恋爱期间
照顾小杰及其父亲的误工费、青
春损失费等共计 4 万元。日前，
法院审理认为，小杰并未侵害小

瑛的一般人格权，其行为不构成
侵权，依法驳回了小瑛的诉求。

小瑛 2014 年通过婚介网站
与小杰认识，两人逐渐成为恋人
关系。但是经过一年多的交往，
两个人觉得不合适就分手了。

2016年底，小瑛将小杰告上

法庭。庭审中，小瑛诉称，小杰对
她感情不专一，还跟其他女子不
清不楚。并且还让她充当他的

“免费保姆”，叫她辞职在家负责
做饭及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小
瑛还说，小杰的父亲常年卧病在
床，她经常留在家中照顾老人。

小杰则辩称，在两个人交往
期间，他负担起大部分的生活
费。自己的父亲确实生病，但是
生活能自理，自己家也长期雇请
保姆。自己是以结婚为目的与小
瑛恋爱，不存在欺骗感情的情况。

法院审理认为，小瑛在恋爱
交往期间基于感情交流而照顾小
杰、做家务，虽在一定程度上让小
瑛付出劳务，占用其个人时间，但
这些是恋人情感交流的方式。在
恋人恋爱时，一方基于感情基础
所付出或者减损某种权益，在对
方并非故意或者严重违背社会公
德下，不应认定为权利受到侵
害。否则，另外一方将会陷入动
辄受咎的境地，影响行为自由。
因此，不能就此认为小杰侵害小

瑛的权利。此外，小瑛也没有提
供证据证明小杰在恋爱期间跟其
他异性存在不当关系等欺骗、违
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至于青春损
失费亦于法无据，既然不存在权
利受到侵害，也就没有精神损害
的发生。综上，法院最终驳回了
小瑛的诉求。

【法官说法】
恋人之间做家务不构

成侵权

恋人分手讨要劳务费，类似
诉求在法律上未有明确规定，给
审理造成难度，如何正确把握诉
求点的法理依据，本案的主审法
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侵权责任法列举了生命
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
权等具体人格权类型，案中小瑛
主张小杰以欺骗等手段侵害其人
格独立和人格尊严的一般人格利
益，进而索要劳务费、青春损失
费。小瑛主张的一般人格利益在
侵权责任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因

此，小瑛是以人的价值与尊严为
基础主张一般人格权的保护。一
般人格利益与法律明确规定的具
体人格权区别在于，前者没有明
确具体的权利外观，在社会生活
中更多呈现出交互性、关系性特
征，根据人格利益的不同形态，其
保护范围、保护强度和保护方法
亦不同于具体权利。是否构成对
一般人格权的侵害，应综合考量
相关权益，并努力实现正常的社
会交往、公序良俗，确保法律规则
的确定性和指引性。

在男女双方交往期间，一方
基于感情基础而付出的行为甚至
造成某种利益减损，在对方并非
故意或者违背社会公德之方式导
致其人身不自由进而侵害其人格
尊严及利益的情况下，该种利益
减损并未构成对他方权利的侵
害。否则，一方将陷入动辄受咎
的境地，侵权责任法平衡行为自
由与权利保护的立法目的功能将
无法彰显。

（小许）

照顾恋人和其父 分手讨要分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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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留孤
邻居奶奶撑起一片天

2010 年 3 月，韩书芳从郑州
市汽车运输公司会计岗位退休。
两年前，老伴因病去世，退休后，
在新疆乌鲁木齐工作的女儿要接
她安享晚年，因韩书芳对那里的
气候不适应，拒绝了女儿。考虑
到自己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在朋
友的介绍下，她加入了“夕阳红舞
蹈队”，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身
体不仅恢复，还结交了一帮无话
不谈的好姐妹。

2011 年 2 月 17 日上午 10 时
左右，韩书芳去惠济区万达广场
买菜，发现广场前的马路上围了
一群人，原来这里发生了一场车
祸，一名男子被车撞死了，她走
近一看，发现死者竟然是租住在
自家对门的邻居张延恒。张延恒
老家是青海玉树的，几年前同妻
子一道来郑州打工，现在一家建
筑公司做水电工，他们有一个儿
子叫张闯闯，5岁了，在幼儿园
上学。一年前，张延恒的妻子抛
下丈夫和儿子离家出走，一直没
有音讯。张延恒带着儿子艰难度
日，有时韩书芳看他一个人带孩
子不容易，也经常帮他照顾孩
子。

韩书芳万万没想到，这次意
外竟让 5 岁的张闯闯变成了“孤
儿”。

下午放学后，韩书芳到幼儿
园把张闯闯接到自己家里，她紧
揽着闯闯说：“你爸爸要出差一段
时间，从今天起，由奶奶带你，你
是个乖孩子，要听奶奶的话。”闯
闯懂事地点了点头。随后，韩书
芳端出饭菜给他吃，看着吃得津
津有味的闯闯，韩书芳背过脸一
阵心酸。

一周后， 协同交警处理完
张延恒的后事，韩书芳决定把闯
闯妈妈找回来。然而，打听寻问
了一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消息。
于是，韩书芳赶到青海玉树寻找
孩子的家人，可是一打听，闯闯
的爷爷、奶奶早已过世，又没有
其他亲人。5岁的闯闯成了“孤
儿”。

自己年纪大了，退休工资又
不高，孩子要吃喝，以后还得上
学，怎么办？经历无数个不眠之
夜，韩书芳决定把孩子送到福利

院。
韩书芳决定在送孩子去福利

院前，陪孩子快乐地玩一天，把事
情真相告诉他。于是，她利用过
周日的机会，带闯闯来到了动物
园。这天，许久没来动物园的闯
闯玩得很开心，还不时地拉着韩
书芳的手跑来跑去，兴奋不已，趁
此机会，韩书芳把他父亲遭遇车
祸及送他去福利院的事婉转地告
诉了他。

本来有说有笑的闯闯，眼神
立刻暗了下来，接着一阵嚎啕大
哭，韩书芳哄了很长时间才使他
止住哭声。随后，韩书芳告诉闯
闯说：“奶奶年龄大了，带不了你
啊，下周送你去福利院吧……”哪
知，话没说完，闯闯猛然扑到她的
怀里，说：“我不去福利院，只有孤
儿才去福利院，我有奶奶，我不是
孤儿！。”

听着孩子懂事的话语，韩书
芳的眼圈红了，她把闯闯紧紧揽
在怀里，对孩子说：“好好好，我们
不去福利院，奶奶一定将你养
大！”

退出舞蹈队
“老姐姐”倾心照顾孩子

从这天起，韩书芳正式把闯
闯安顿在家里。每天照顾着他的
起居吃喝，接送他上幼儿园。家
里突然多了一个孩子，韩书芳原
本悠闲的生活也变得忙碌起来，
喜欢跳舞的她不得不退出“夕阳
红舞蹈队”。

收养闯闯后，不少人对她的
义举表示感动，但也有人对她的
举措不理解，劝她说：“你都快奔
60 岁的人了，自找拖累，图什么
啊？”韩书芳回答：“凭个良知！”甚
至还有心怀不轨的人找到她商
量，给她一点钱，把孩子送给有钱
的不育夫妇收养，结果被韩书芳
一顿痛骂。

远在新疆的女儿非常支持韩
书芳，但韩书芳知道女儿在新疆
有家庭有孩子，生活过得也不易，
再大的困难，从来不向女儿张口。

6岁时，闯闯该上小学了，因
韩书芳没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
加上闯闯是外地户口，需要交一
笔赞助费，她跑遍了附近十几所
小学，都被拒绝。她不得不一趟
趟跑相关单位办手续，闯闯最终

得以入学。
考虑到闯闯上学需要用钱的

地方多，2013年6月，有摊煎饼手
艺的韩书芳定制了一辆煎饼车，
利用闲时在小区门口卖起了煎
饼。

为了给闯闯补充营养，韩书
芳隔三差五总要买回一块肉，自
己舍不得吃，都夹到闯闯的碗里，
懂事的闯闯常趁着奶奶不注意再
夹回奶奶碗里，祖孙俩常常为一
块肉夹来夹去。

闯闯很懂事，知道心疼奶奶，
每天放学回来，围在奶奶的煎饼
摊前抢着帮助做事。收摊回到
家，主动给奶奶捶背。

因长期起早，韩书芳落下胃
痛的毛病，她一直没顾得上去
看。一次，韩书芳在西安工作的
外甥女来郑州办事，顺便来看她，
正好赶上她胃痛发作，豆大的汗
珠不停地从眉头冒出，外甥女劝
她去医院看看，韩书芳却不以为
然地说：“挺一挺就过了，闯闯还
在读书，花钱的地方多，能省一点
是一点！”

大病突袭
发微信朋友圈托孤

冬去春来，在韩书芳的爱心
呵护下，11 岁的闯闯健康成长，
学习成绩也很优秀。班主任告诉
韩书芳：“继续保持，这孩子将来
考大学不是问题！”

然而，就在韩书芳对闯闯的
未来充满憧憬之时，厄运再次向
他们袭来。

从 2016年 9月上旬开始，韩
书芳经常感觉浑身没劲，胃痛得
厉害，吞咽困难，刚开始她以为是
老胃病又犯了，没有当回事，只是
吃些治胃病的药。然而，半个月
后，病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
出现咳血症状。到郑州市第二人
民医院检查，医生查出她已是癌
症晚期。

听到奶奶得了癌症，闯闯的
泪刷地掉了下来：“奶奶，都是我
不好，如果不是奶奶为我辛苦操
劳就不会得病！”看着哭得伤心欲
绝的闯闯，韩书芳擦去他脸上的
泪水，安慰说：“没事，奶奶什么事
都没有！”

三天后，女儿从新疆赶了回
来，韩书芳住进了河南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
进行化疗。韩书芳倒不是为自己
的病担心，而是担心还未成年的
闯闯将来由谁照顾？

思忖再三，韩书芳决定在自
己生命结束前，把闯闯的事情安
排好。可是，闯闯的母亲找不到，
自己的女儿又远在新疆，女儿已
有两个孩子，家庭条件又不是太
好，根本不可能。把闯闯托给谁
呢？

于是，韩书芳在手机上编写
了一则“托孤微信”：“我患上了胃
癌，命不久矣，希望在我生命结束
前，为我收养的孤儿张闯闯，现已
11 岁，寻找一位爱心人士，让他
不再沦为孤儿，助他长大成人
……”韩书芳将微信发在了朋友
圈。

“托孤微信”发出后，不到一
天时间，就被转发100多次，各种
评论留言 250 多条，有对韩书芳
义举表示感动的，有询问她病情
的，也有要收养闯闯的，还有对闯
闯的妈妈进行谴责的……

爱心接力
十姐妹勇敢站出来

三天后的上午，韩书芳输液
后刚下床活动，一位同她年龄相
仿的女人走进病房，韩书芳一眼
认出是当年在“夕阳红舞蹈队”的
好姐妹姜天瑛，就在她纳闷间，从
外面一下子又进来六七个人，一
看全都是舞蹈队的姐妹。

姜天瑛握住韩书芳的手说：
“我们是看到你的‘托孤微信’才
找到你的，当年你收养孩子的义
举让我们感动，没想到你经历了
那么多困难。你放心，从今天起，
闯闯不仅是你的孙子，也是咱们
姐妹共同的孙子，我们舞蹈队的
10个姐妹都商量好了，再大的困
难咱们一起扛！”

姜天瑛小韩书芳2岁，退休前
是惠济工会干部，退休后热忠于公
益事业，喜欢跳舞的姜天瑛组织了
一支“夕阳红舞蹈队”。韩书芳当
年也是舞蹈队的成员，收养闯闯
后，因要照顾闯闯，才离开舞蹈队，
姐妹之间逐渐失去了联系。

此时此刻，韩书芳感激的泪
水止不住地流淌。有了姐妹们的
支持和爱心，韩书芳的精神状态
好了很多。

为使韩书芳安心治病，居住在
闯闯学校附近的几位姐妹商量，轮
流照顾闯闯，每人一周接送他上
学。姐妹中年龄最长的焦桂云专
门腾出一间卧室，购置了一张床和
被褥给闯闯用。陈清芬退休前是
中学老师，在照顾闯闯的同时，还
为他辅导功课。刘书娟也利用周
末的机会带闯闯外出游玩。

韩书芳本来退休工资就不
高，收养闯闯后，不仅花去了她
所有的积蓄，加上昂贵的治疗
费，韩书芳借了不少的债。考虑
到以后韩书芳治疗还得花不少
钱，为了给韩书芳筹钱，姐妹们
商量后决定：把舞蹈队过去的

“义务演出”改为“有偿演出”。
恰好，一家房地产公司开盘

做宣传，邀请她们舞蹈队助阵演
出，当大家向公司提出演出要收
费时，老板很惊讶，说：“你们
过去演出不都是义务吗，怎么现
在要收钱？”当姐妹们如实把情
况讲明后，老板不仅如数付给她
们演出的费用，还多给了她们
2000元。

姐妹们很快筹了 3.5万元交
到韩书芳手里。在韩书芳住院
期间，她做了5次大剂量化疗，10
次放疗，呕吐、出血、感染、头发脱
落，韩书芳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姐
妹们就在她身边鼓励她：“能吃东
西才有力气同癌细胞战斗，头发
掉了以后还可以再长出来，你永
远是咱姐妹中最坚强最美丽的女
人。”

在姐妹们的鼓励下，韩书芳
病情好转出院了。为巩固治疗效
果，寻找最好的中医治疗方法，姜
天瑛也在不停地忙碌，查阅资料，
请教专家的偏方数不下几十种。

2017 年 3 月，姜天瑛为了去
哈尔滨见一位有名的老中医，不
顾自己年纪大乘坐大巴，在崎岖
的山路上汽车打滑抛锚，差点滚
落山崖。姜天瑛终于找到了一种
用蛇皮、薏仁等药制成的偏方，非
常适合韩书芳的病情。吃了不到
2个月，发烧、腹水等症状渐渐消
失了。

因为医生说心情乐观对于抗
击癌症非常有效，姐妹们重新把
她拉回到舞蹈队跳舞演出，姐妹
们在一起有说有笑，通过一段时
间的锻炼，韩书芳的身体逐渐好
转起来。

“老姐姐”患癌 朋友圈托孤
舞蹈队十姐妹爱心接力

“我患上了胃癌，命不久
矣，希望在我生命结束前，为
我收养的孤儿张闯闯，现已11
岁，寻找一位爱心人士，让他
不再沦为孤儿，助他长大成人
……”2016年11月上旬，一则
托孤微信从韩书芳老人的朋
友圈发出后，瞬间引起关注，
很快，当年韩书芳所在的“夕
阳红舞蹈队”的十姐妹站了出
来，用爱再度创造一曲生命之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