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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离婚后得知，养了5年多的儿子非亲生

法院认定，男方可主张精神赔偿
近日，广州厦门中院审理的一起抚养费纠纷案引发社会关注。一男

子在离婚后发现，养了 5 年多的孩子竟然不是亲生，一怒之下向女方提
出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 1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女方违反夫妻
忠实义务故意隐瞒男方，使得男方构成欺诈性抚养孩子，判决支持男方
所有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什么是欺诈性抚养？其法律依据是
什么？本期的法治大讲堂请江苏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俞伯俊为大家讲
讲这方面的法律问题。

阿华与小荷在 2004 年结婚。
2011 年 5 月，小荷生下儿子乐乐。
2015 年 8 月，阿华与小荷离婚，离
婚协议约定：乐乐由小荷抚养，阿
华无需支付抚养费但拥有探视权。

但阿华探视儿子的权利却因
小荷的阻挠无法实现。2016 年 8
月，阿华以小荷拒绝其探视儿子为
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更改孩子的
抚养权。

诉讼中，小荷说出了一个秘
密，孩子不是阿华的。阿华不信，
后经鉴定，阿华跟孩子确实不存在
亲生血缘关系。

2017 年 2 月，阿华再次向法院
诉讼，要求小荷赔偿抚养费 20 万
元以及精神抚慰金 10 万元。法院
一审判决小荷返还阿华抚养费 5.6
万元，赔偿精神抚慰金6万元。

一审宣判后，阿华以赔偿金额
过低为由提出上诉。今年 10 月 9
日，该案二审在厦门中院开庭审
理。

阿华在法庭上称，“我与小荷
结婚后，对她照顾有加。对于孩
子，一直视为掌上明珠，给予了无
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孩子竟然非
亲生，说明小荷在婚后对婚姻、对
家庭、对子女的态度和行为都是极
端不负责任的。”阿华坚持认为，

“我向她主张的抚养费 20 万元、精
神抚慰金 10 万元赔偿完全合理合
法，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婚姻法》

规定，夫妻双方之间互相负有忠实
的义务。对于违反忠实义务的，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属于
典型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案例，受
害人在离婚后发现欺诈性抚养，基
于欺诈性抚养关系提起赔偿诉讼，
应当获得法律支持。

因阿华无法提供支付抚养费
的依据，根据当地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标准，计算为 11.2 万元。该
期间内孩子由双方共同抚养，故抚
养费应各承担一半，为5.6万元。

法院认为，阿华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抚养孩子近 5 年，且此前为了
能与孩子见面，起诉至法院要求变
更抚养权，对孩子的在意及关爱由
此可见一斑。小荷与他人生子并
从 2011 年欺瞒直至 2016 年，在双
方之前的婚姻关系中明显属于过
错方，阿华不可避免地在精神上遭
受了严重伤害，小荷应对阿华进行
精神损害赔偿。故结合厦门市平
均生活水平、小荷的过错程度和承
担责任的经济能力，酌定精神损害
抚慰金为6万元。

据此，法院维持了一审原判。

离婚后两人为抢孩子

前妻说了一个秘密：
儿子不是你的

大家注意到，在这个案
例中，法院将阿华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抚养非亲生孩子
的行为称为欺诈性抚养。

俞伯俊解释说，欺诈
性抚养，目前尚无法律上
的定义，学术上的概念是
指在婚姻存续期间乃至夫
妻离婚后，妻子明知其在
婚内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
女，仍采取隐瞒欺诈等手
段，使丈夫相信该子女为
婚生子女，而使丈夫承担
对该子女的抚养义务。

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
不仅是快乐的源泉，也是维
系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

但当有一天突然发现共同
生活、抚育的孩子原来是别
人的，这对做父亲的打击，
无疑是极其残酷的。现实
生活中，此类情形却时有发
生。司法实践和学界为方
便表述，将这一类现象称为

“欺诈性抚养”。
但对于欺诈性抚养，

我 国 法 律 尚 无 明 确 的 规
定，1992 年最高法答复四
川省高院《关于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
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
女方追索抚育费的复函》
中有一些规定，但该函出
台于 1992 年，已远不能适

应和调整当今社会频发的
该类现象。对此，在处理
与之相关的问题时，我国

《婚姻法》关于夫妻之间的
忠实义务以及父母对子女
抚养教育义务等规定，以
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
定的基本精神，可以作为
处理的依据和参照。

在欺诈性抚养中，受
欺诈的一方为抚养孩子付
出了包括时间、精力、财力
在内的很多支出，同时还
使自己遭受了精神打击，
所以受欺诈方有权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并向另一
方提出相应的赔偿请求。

这种事对当父亲的来说，打击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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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己的孩子，白
白抚养了5年多，这期间付
出的金钱和汗水在法律上
有一个怎样的名分呢？

该案一、二审判决均
支持了阿华主张的女方返
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其
理由是小荷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对阿华构成欺诈。

在俞伯俊看来，该案从
赔偿诉讼的基本定性看，显
然是适用侵权赔偿作为依
据的。我国《侵权责任法》
明确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小荷违背夫妻
之间的忠实义务，与他人发
生关系生育非婚生子，存在
侵权行为；阿华因抚养非婚
生子付出了金额、精力，存
在损失；两者之间存在着因
果关系；小荷明知乐乐不是
阿华亲生儿子的情形下，仍
隐瞒事实真相实施欺诈行
为，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上
述情形完全符合侵权行为
构成要件。

我国《侵权责任法》明

确规定了“返还财产”的侵
权责任承担方式，受欺诈
方作为被侵权方可向欺诈
方主张返还支付的抚养费
等相关费用，以此来填补
自身所受到的财产损害。

在本案中，阿华由于受
欺诈为履行“抚养义务”，每
月向小荷支付乐乐的抚养
费，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
失，可依法向小荷主张返还
该笔费用。基于侵权行为
支持男方可以返还抚养费，
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至
少男方的精神损害诉求在
法律上有依据。对于该类
案件的处理，在法律理论上
也有着无因管理、不得当利
的不同观点。俞伯俊认为，
在欺诈性抚养中阿华虽然
客观上是抚养了他人子女，
符合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
但是他没有为他人管理的
意思，不符合无因管理的主
观要件。而从不当得利的
角度，无论小荷的主观态度
是否为善意，阿华不可以主
张精神赔偿。

所以，对于欺诈性抚
养关系适用侵权赔偿进行
处理，更切合该类情形的
实际情况以及法律的基本
规定，也可以最大程度保
护受欺诈方的合法权利，
彰显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现实中，还存在着女
方并不明知孩子是他人的
以及男方明知孩子是他人
的等不同情形，在法律上
也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形作
出相应的处理。

这种情形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多知
一点

该案人民法院不仅支
持了财产性的返还抚养费
的诉讼请求，还支付了精
神损害赔偿。这一点从事
实和情理上不难理解。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
定的民事权利包括了人格
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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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规定，公民人格权利
遭受非法侵害时，可以向

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
害。自然人因名誉权、人
格尊严权等人格权利遭受
非法侵害时可请求赔偿精
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是
侵权人通过金钱、货币、有
价 证 券 等 物 质 形 式 的 赔
偿，以缓解、消除其对受害
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精神
压力。

从《婚姻法》的角度看，
婚姻关系产生了配偶之间

一系列的人生和财产关系，
需要以双方忠实为基础，所
以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忠
实义务是配偶之间的法定
义务，夫妻一方违反忠实，
同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将
会对另一方的名誉、地位、
尊严产生巨大的伤害。小
荷的行为对阿华的名誉和
尊严必然产生极大的伤害，
会使其自尊心严重受挫，社
会评价降低。

主张精神赔偿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