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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域下亲属身份权之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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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婚姻家庭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亲属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调整

的亲属关系的共同特征，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的灵魂。我国现行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的伦

理性有待强化，设计体系有待完善，立法内容有待健全，因此，在民法典视域下，需要在统一

法律体系的前提下，重新厘定亲属身份权，以配偶权、亲权、亲属权三类亲属身份权为主线，

重塑亲属身份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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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

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编

纂民法典［1］，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民法典

必将适时颁布出台。

婚姻家庭法作为民事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求回归民法典的呼声未曾停息，早在 2001 年修改

《婚姻法》时，就已被学界、实务界为数不少的专家

解读为回归民法典前的过渡性立法，认为对 1980

年《婚姻法》进行修订只是“对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主

要问题先作修改和补充。关于婚姻法的系统化、完
备化待制定民法典时一并考虑，因为婚姻法是民法

的组成部分。”［2］全国人大法工委在我国现行《婚姻

法》修改之时也明确指出: 我国《婚姻法》中的“有些

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暂不作规定，可在制定民

法典时进一步完善。”［3］一时间，婚姻法回归民法典

似乎已是确定之事。

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身份

品性是婚姻法的灵魂。在民法典视域下，如何保持

婚姻法的灵魂与特色，是立法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笔者认为婚姻法回归民法典后，可通过亲属身份权

制度的构建来保持自身的身份品性。

一、我国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现状

亲属身份权是自然人基于一定的亲属关系而

享有的身份权。亲属身份权的本质是以义务为中

心而不是以权利为中心［4］。正如恩格斯所说: “父

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

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

务的称呼。”［5］亲属身份权虽名为权利实是权利义

务的复合体，而且对义务的关注更多，立法上亲属

身份权也多以义务加以表述，如《婚姻法》第 16 条

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是亲

属身份权与传统民法中“权利”与“义务”的重要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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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关系在我国相关立法中主要表现为三类:

夫妻之间的配偶关系; 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亲

子关系; 剥离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特定权利以外

的，一定亲属之间诸如父母与成年子女、祖父母与

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等的

近亲属关系。因此，目前通说认为，亲属身份权主

要存在于此三类关系之中，即配偶权、亲权和亲属

权三大类①。但对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之下究竟

应设置哪些具体权利类型，学界尚未形成定论，配

偶权、亲权和亲属权在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

中均有一定的体现。
( 一) 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之体现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宪法》明确规定男

女平等、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婚姻自由为基本人

权，从而为亲属身份权在基本法中作了原则性规

定。其他涉及亲属身份权的规定虽有多种不同性

质的法律，既有行政法又有社会法，但比较集中的

还是民事立法，民事立法是规定亲属身份权最重要

的法律渊源，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以下简称《婚姻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 以下简称《收养法》) 。其中，《民法通则》规定

了民事活动代理权、宣告死亡申请权等 5 种亲属身

份权;《婚姻法》规定了婚姻住所、姓氏、人身自由权

等 10 多种亲属身份权;《收养法》则规定了生父母

送养、夫妻共 同 收 养 等 6 种 与 亲 属 身 份 相 关 的

权利。
( 二) 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的特点

1． 立法形式多元

我国现有关于亲属身份权的民事立法，主要体

现在《民法通则》、《婚姻法》和《收养法》等法律中，

虽然都要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却是

不同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从形式来看呈多元化状

态。为便于法律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

于适用《民法通则》、《婚姻法》和《收养法》等法律

的司法解释，对亲属身份权予以进一步明确、具体

地规定，在婚姻法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最高人民法

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已发挥了立法的作用。
2． 类型表达不一

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对亲属身份权规定了配

偶权、亲权以及亲属权三大类，共 31 种具体类型，

其中亲权有 11 种，即民事活动代理权、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的监护权、继子女生父母收养同意权、养子

女的姓氏权、抚养权、保护权、教育权、养父母对养

子女的权利、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权利、生父母送养

权、父或母对子女的探望权; 亲属权有 8 种，即精神

病人的监护权、宣告失踪申请权、宣告死亡申请权、

祖父母外祖父母优先抚养权、养父母近亲属对养子

女的权利、赡养权、父母子女间继承权、祖与孙之间

的扶养或赡养权、兄姐与弟妹之间的扶养权; 配偶

权有 12 种，即夫妻共同收养权、夫妻忠实权、婚姻

住所决定权、夫妻地位平等权、夫妻姓名权、计划生

育权、夫妻的自由权、夫妻扶养权、同居权、补偿权、

帮助权、生育权。

在三大类亲属身份权中，配偶权规定的类型最

多，达 12 种，亲属权的类型最少，仅有 8 种; 三大类

亲属身份权规定在《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

的类型最多，达至 20 种②，规定在《民法通则》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中的类型最少，仅有

5 种。

二、我国现行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之缺憾

( 一) 亲属身份权的伦理性特质有待强化

亲属身份权的核心在于调整和保护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既是法律关系，又是伦理关系［6］。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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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佟柔． 中国民法学 民法总则［M］． 北京: 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1992: 69; 王利明． 民法总则研究［M］． 北京: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3: 209; 张俊浩． 民法学原理［M］． 北京: 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1991: 162; 杨立新． 人身权法论［M］． 北京: 人民法院出

版社，2002: 848．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认为亲属身份权除

包括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之外，还应包括监护权。本文认为按照

我国《民法通则》第 16 条、17 条之规定，我国民法之监护权应包括

亲属身份权之监护和非亲属身份权之监护两种。亲属身份权之监

护存在于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

亲属之间，其已由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相关具体内容涵盖，因此，其

实不再需要将监护权与亲权、配偶权并列为一项独立的权利。非亲

属身份权之监护则可以基于其独有的身份关系，在非亲属身份权中

与知识产权身份权等权利并列为一项独立权利。此外，配偶权一

词，目前虽然非法定，但似已约定俗成并被学界通用。
其中，《婚姻法》第 23 条规定了保护权和教育权两种亲属

身份权的具体类型。



亲属关系之伦理性，马克思在其《论离婚法草案》中

就深刻地指出:“尊重婚姻，承认它的深刻的合乎伦

理的本质”［7］，由于“夫妻、亲子等相互之间的关系，

伦理色彩特别浓厚，亲属法之规定，须以合于伦理

的规范为适宜，而且有其必要”［8］。正是由于亲属

关系的浓重伦理色彩，作为调整和保护亲属关系核

心权利的亲属身份权也具有鲜明的伦理性特征。

梅因在《古代法》中所言之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

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9］，揭示了个体的法律人

格和社会地位从古代到近现代发生的革命性转变，

但梅因的断言并不意味着亲属身份的消亡［10］53。无

论时代如何变迁，经济如何发展，亲属关系本质上

的伦理性都不会改变，现代社会仍然遵从辈分伦

理、夫妻伦理，仍然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名分

有定［10］57。

我国现行《婚姻法》将亲属关系中具有鲜明传

统伦理色彩的内容纳入其调整范围，道德法律化特

色明显，诸如夫妻之间的忠实、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的保护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的传统实际以

及《婚姻法》调整身份关系的客观需要，但同时亲属

身份权的伦理性立法规定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是亲属身份权的伦理性立法规定需进一步

完善。现行民事立法对亲属身份权的伦理性虽有

立法规定但仍不够全面，有不少条款仅具有伦理上

的倡导作用和宣教意义，实践操作性不强。例如，

现行《婚姻法》在其总则中规定了夫妻忠实义务，但

遗憾的是在其分则中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

没有进行细化，该权利遭受侵害时亦没有明确的救

济规定。我国其他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也没有对该权利提供相关救济途径，以致现

实中夫妻忠实义务的实施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二是亲属身份权的伦理性立法规定需进一步

补充。我国现行立法对亲属身份权的许多伦理性

领域还未涉及，如在轰动全国的“谢晋遗孀徐大雯

诉宋祖德、刘信达名誉侵权案”［11］中，徐女士诉宋某

等人对已故的谢晋侮辱诽谤，对谢晋之亲属名誉与

精神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极大的损害，因此要求赔

偿。由于我国立法没有规定亲属名誉权，谢晋之亲

属在此案中如要获得法律救济，则不能直接以自己

的名义提起诉讼，仅能以谢晋的名义起诉并要求赔

偿，其实谢晋已故，其民事主体资格在法律上早已

不复存在，让一死者享有民事主体权利，在法理上

很难自圆其说。此外，诸如夫妻之间名誉权、近亲

属之间的祭祀权等问题，这些亲属间伦理性问题在

现实生活中由道德伦理进行调控已达不到应有之

效果，尚需法律将这些伦理性问题上升至法律层面

加以保护，以保证亲属身份权伦理性之应有特质。
( 二) 亲属身份权的设计体系有待完善

一般来说，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12］，身

份权又可分为亲属身份权和非亲属身份权，后者主

要包括荣誉权、监护权①和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权，但

是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存在严重的重“人格”轻“身

份”现象。
1． 亲属身份权立法关照不足

《民法通则》第 98 条至 105 条共 8 个条款规定

了人身权，其中第98 条规定了生命健康权，第 99 条

规定了姓名权、名称权，第 100 条规定了肖像权，第

101 条规定了名誉权，第 102 条规定了荣誉权，第

103 条规定了婚姻自主权，第 104 条规定了婚姻、家
庭、老人、母亲、儿童和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

105 条规定了民事权利男女平等，由上可见，《民法

通则》在人身权一节的规定仅涉及人格权。正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民法通则》人身权制度中

只规定了人格权，而没有规定身份权［13］。对亲属身

份权的规定，《民法通则》在人身权一节之外仅规定

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等亲属身份权，但对于亲属

身份权最主要的权利诸如配偶权、亲权等基础性制

度均没有规定。现行《婚姻法》中亦有许多立法遗

憾，随着司法实践中大量出现的诸如非法披露、利
用死者隐私和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以及

非法利用、损害遗体或遗骨、生育权纠纷等情形应

如何处理，则不得不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

法解释②对其进行弥补，进一步表明我国在身份权

领域的立法滞后与不足。
2． 亲属身份权立法体系比较分散

《民法通则》在当前中国的民事活动中，既具有

131

叶英萍，李 永: 民法典视域下亲属身份权之重塑

①

②

此处监护权指的是非亲属身份权之监护。
详见 2001 年 3 月 10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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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法典总则的功能，又具有民法典分则的作用，从

《婚姻法》来看，在民法典视域下承担着《婚姻法》总

则的作用。从亲属身份权来看，《民法通则》规定了

5 种类型的亲属身份权，但这 5 种亲属身份权未能

科学地与《婚姻法》、《收养法》规定的亲属身份权相

呼应，也没有与《婚姻法》、《收养法》规定的亲属身

份权相衔接，从而造成《民法通则》既未能很好地发

挥总则的原则作用，又没有从分则角度与《婚姻

法》、《收养法》衔接统一，进而导致亲属身份权立法

体系分散，不够严谨，亲属身份权多元化的立法渊

源弱化了亲属身份权的立法系统性，科学立法、法
制统一原则在亲属身份权方面未能有效体现。立

法的不统一，给亲属身份权的法律救济造成了一定

的困惑。

三、民法典亲属身份权立法之重塑

如果确定亲属法回归民法典，那么正在制定的

民法典在对亲属身份权进行立法设计时，一方面要

强化亲属身份权的伦理性本质，充分挖掘我国传统

文化中的美德、善良风俗，将之与亲属身份权相结

合，增强我国亲属法的身份伦理性; 另一方面要借

鉴国外亲属身份权先进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婚姻家

庭领域的实际情况和现行亲属立法情况，明确亲属

身份权的类型与内容。
( 一) 亲权

1． 亲权之界定

亲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调整父母与未成年

子女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何为亲权，主要有

以下几种观点: 亲权是父母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之

权利义务［14］; 亲权是指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

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15］227 ; 亲权是

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专属的、保护未

成年子女利益的权利和义务［16］。亲权是指父母对

未成年子女之身体上和财产上的养育管教和保护

管理的权利义务制度［17］262。亲权是父母对于未成

年子 女 的 身 心 抚 养 教 育、监 护 和 财 产 管 理 的

权利［18］161。

以上对亲权的不同界定，其内涵基本一致，亲

权的行使主体均为父母，亲权中的权利相对人均为

未成年人，亲权既是权利同时又是义务，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行使亲权包括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但

是学者们关于亲权的界定，在两个方面有不同观

点: 一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之亲权的行使范围仅为

管教还是及于管教和保护两个方面? 二是亲权中

父母、子女应如何理解? 本文认为: 第一，亲权设置

目的之一是要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提供一个健康和

安全的成长环境，为实现此目的，父母一方面要对

未成年子女行使保护权利，避免未成年子女在身体

上或精神上遭受外界侵害，使之能安全成长; 另一

方面，父母亦要为未成年子女在安全成长的环境基

础之上，育化其礼仪、惩戒其顽劣、管理其财产，因

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行使亲权的范围，至少应包

括管教和保护两个层面。第二，在我国，父母子女

关系主要有婚生父母子女、未经认领的非婚生子

女、养父母与养子女、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

子女，这些父母子女关系如要构成亲权调整的亲子

关系，则必须以具有父母、子女身份为前提，因此，

对于没有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由

于本质上并无父母子女之法律身份，在现行法律

中，亦无亲权意义上的权利义务。故而，亲权父母

子女之界定须以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之身份为

必要。

综上，所谓亲权是指基于父母子女的法律身份

关系而产生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和财产予以

管教和保护的权利义务。
2． 亲权的内容

关于亲权的内容，学界观点不一，尚无定论，有

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亲权的内容

包括居( 住) 所指定权; 子女交还请求权; 惩戒权; 职

业许可权; 法定代理权和同意权; 亲权人对未成年

子女财产上的权利，即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依法享

有管理、使用、收益和必要的处分权［15］231 －235。第二

种观点认为，亲权的内容应分为两大类: 一是身上

照护权，包括居所指定权; 有限惩戒权; 子女交还请

求权; 身份行为及身份事项的同意权与代理权; 抚

养义务; 赔偿义务。二是财产照护权，包括财产管

理权; 财产行为法定代理权; 使用及收益权; 处分

权［17］814。最后一种观点认为，亲权的内容包括身心

上的养育教化权; 奖惩权; 财产管理权; 姓名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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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住所指定权; 法律行为补正权; 法定代理权; 失

踪和死亡宣告申请权［18］161。

以上关于亲权内容的不同观点分歧较大，我们

认为: 第一，亲权的内容一定要符合亲权制度保护

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精神。第二，由于亲权属于传统

法律中权利和义务之外的一种权利义务的集合体，

因此，为统一规范亲权的内容和用语并且科学设置

亲权制度体系，亲权的内容应统一用“权利”进行表

述。同理，下文中亲属权、配偶权的内容亦应用“权

利”表述之。第三，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了 11 种

亲权，这些规定因实施多年已被人民群众接受和认

可，这些权利均应属于亲权的范畴，但亲权的这些

具体内容在回归民法典之后，应进一步科学归类和

规范表达。第四，对亲权内容中需要加以说明的

是，关于赔偿义务，由于亲权是父母与未成年子女

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赔偿义务是父母对遭受未成年

子女侵害之第三人的赔偿义务，二者分属不同法律

关系，因此赔偿义务不应是亲权的内容。此次，由

于子女交还请求权是父母行使亲权的必要前提，考

察我国传统以及国外立法经验( 如《德国民法典》第

1632 条) ，建议将其纳入亲权范围。

综上所述，亲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亲权人身

权和亲权财产权。亲权人身权包括: 抚养权、居所

指定权、惩戒权、子女交还请求权、子女身份行为同

意权、人身代理权、保护权、教育权、探望权、失踪和

死亡宣告申请权。亲权财产权包括: 财产管理权、

财产收益权、财产上代理权、必要的处分权。
( 二) 配偶权

1． 配偶权之界定

关于配偶权的界定，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类代表

性观点: 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18］162 ;

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

权利［19］; 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

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

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 配

偶权是男女结婚后基于配偶身份而享有的人身权

利［20］; 配偶权是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之间的共同生

活应受配偶另一方及第三者尊重的权利等观点［21］。

本文认为: 第一，虽然学界将配偶权归为民事

权利，有人将其归为人身权利，还有人将其归入身

份权之中，但不论如何变换权利表述之用语，配偶

权均是基于夫妻身份而产生的权利，因为该身份而

产生的民事权利或人身权利理应归入身份权之范

畴。第二，配偶权既非单纯的相对权，又非纯粹的

绝对权，而是一种相对权和绝对权兼具的复合权

利。配偶权一般会涉及三方当事人，即配偶双方及

配偶外的第三人。在配偶之间，配偶一方有权要求

另一方积极行为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如要求对方忠

实，此时的配偶权属于相对权的范畴; 在配偶一方

或双方与第三人之间，配偶有权要求配偶以外的第

三人不得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时配偶权就有了

绝对权的属性，故而配偶权是种绝对权与相对权结

合的复合权［22］。因此，配偶权是夫妻基于配偶身份

而具有的互为配偶并排斥他人侵害的身份权。
2． 配偶权的内容

关于配偶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配

偶权的内容包括同居权、贞操请求权、感情联络权、

生活扶助权、离婚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日常家

事代理权、监护权、收养子女权、住所商定权、行为

能力欠缺宣告权、失踪宣告权、死亡宣告权、继承

权［23］; 配偶权的内容有住所指定权、同居义务、贞操

义务、日常家事代理权、相互扶养扶助权［24］; 配偶权

内容有夫妻姓名权、住所决定权、同居义务、忠实义

务、职业学习和社会活动自由权、日常事务代理权、

相互扶养扶助权、计划生育义务［25］。

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立法规定配偶权有夫妻共

同收养权、夫妻忠实权、婚姻住所决定权、夫妻地位

平等权、夫妻姓名权、计划生育权、夫妻的自由权、

夫妻扶养权、同居权、补偿权、帮助权、生育权共 12

种，现行配偶权立法已基本包括配偶权应有的内

容，但对于其中一些内容，尚需进一步立法优化，如

关于生育权的立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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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涉及关于生育权纠纷处理之规定，没有明确生育

权的具体内容。此外，配偶权中关于夫妻家事代理

权、身份行为的决定权( 如生父母送养权等) 等内

容，立法规定过于简单，需要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

进一步修正，以提升其可操作性。
( 三) 亲属权

1． 亲属权之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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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亲属权之研究较少，一种观点认为: 亲

属权为父母与成年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

母与外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权［26］。另

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 亲属权的性质是身份权，是

除去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以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

的身份权，也就是除了配偶和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

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7］。我们认

为，必须将配偶权、亲权与亲属权共同置于亲属身

份权之下，厘清亲属权与配偶权、亲权之间在亲属

身份权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科学界定亲属权。

配偶权是夫妻基于配偶身份而具有的互为配偶的

排他性身份权，亲权是基于父母子女的法律身份关

系而产生的、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和财产管教和

保护的权利义务。前者是关于夫妻关系的调整，后

者调整亲子关系，而这两者关系之外的其他权利和

其他亲属关系应如何调整? 诸如配偶的死亡宣告

权、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权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

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等诸多关

系，如要受法律保护就需亲属权予以调整，毕竟亲

属身份权仅包括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三种，除却

配偶权、亲权调整之外的其他权利和其他亲属关

系，应由亲属权予以兜底性规制。因此，亲属权是

调整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之外亲属关系的身份权。
2． 亲属权的内容

关于亲属权的内容，学界甚少有专门性研究，

现有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亲属权主要包括尊敬权、

帮助体谅权、扶养权、祭奠权［27］。我们认为: 第一，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亲属权中的监护权和扶

养权，因此，亲属权应包括扶养权①和监护权。第

二，在中国传统伦理和文化当中，居于核心地位的

“孝文化”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

的［28］，祭祀作为中国传统“孝”文化之载体，深深影

响着社会大众，在司法实践中还出现了因祭奠而发

生的纠纷案件［29］，因此，为照顾传统伦理，应将亲属

间的祭祀权规定在亲属权之内。第三，亲属权还应

包括亲属名誉权，前文引述的“谢晋遗孀徐大雯诉

宋祖德、刘信达名誉侵权案”等案件的频频出现，已

在迫切期待亲属名誉权方面的立法规制。第四，关

于亲情保持权，世界各国立法通例以及我国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有关司法解释，从侧面

肯定了亲属间的亲权保持权［30］，在未来民法典中，

有必要将亲情保持权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因此，亲

属权的内容应包括: 失踪或死亡宣告权、监护权、扶
养权、祭祀权、亲属名誉权和亲情保持权。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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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construction of the Ｒight of Ｒelative Identity under the Civil Code
YE Ying-ping，LI Yong

( Law School of 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dju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parents and
children，and between the close relatives． There is the identity of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basic legal
norms． Identity is the sou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How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identity of the civil
code after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returns to the civil code，depends on identity of the right system to
express their identity．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hina’s current civil law of relative status
reveals that the design system，the legislative content etc．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problem of the legisla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relative status can be corrected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ight of relative under the civil
code．

Key Words: civil code; right of relative identity; parental power; spouse right; right of ki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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