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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伴娘是花300元租来的。”

  25岁的蒙蒙在今年2月举行了一

场盛大的婚礼：帅气的新郎、体贴的伴

娘、顺利的婚礼流程……婚礼当天，一切

细节都令她感到满意。而在婚礼前期准备

时，伴娘人选问题曾让她十分头疼。

  蒙蒙说，她的婚礼计划请两个伴

娘，本来已经提前半年和自己的两个朋

友商量好了，结果临近婚期，两位朋友却都

因各自的原因而无法参加，身边其他亲戚

朋友里也没有合适的女生可以担任伴娘。正

在焦急之际，婚纱店的店员告诉蒙蒙可以提

供租赁伴娘服务。很快，蒙蒙就敲定了两个

职业伴娘，每人300元一天。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像

这样通过出租的方式担任伴娘或伴郎的服

务逐渐兴起，不仅一些婚庆公司已经开始提

供相关服务，职业伴娘伴郎平台（工作室）也

开始涌现，但更多的还是以个人身份在二手

交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广告，“出租

自己担任伴娘（伴郎）”。

  值得注意的是，从调查采访情况来看，

目前针对出租伴娘伴郎服务的争议较大，且

这一新兴市场的渐趋火热背后存在不少乱

象，如价格差异大、缺乏标准和准入门槛等。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出租伴娘伴郎服

务，实际上是供需双方进行的一场服务交易，

可以理解为一种雇佣关系。对于由这种雇佣

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民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决。同时，针对资质不足

等问题，建议互联网平台、婚庆公司等中介平

台以及交易双方重视规范审查，避免后续出

现纠纷。

符合市场现实需求

租赁伴娘交易暴增

  在婚礼开始之前，蒙蒙对于租赁伴娘还

有所顾虑，反复犹豫到底要不要租伴娘。毕

竟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刻，由陌生人在旁陪

伴，“显得自己很可怜”，同时也担心安全问

题。最终，在得到婚纱店安全保障承诺并反

复要求对方对职业伴娘的身份保密的前提

下，她才确定租了两个伴娘。

  婚礼当天，两个家住当地的伴娘早上5

点多就赶到蒙蒙所住的酒店，开始计划堵门

游戏等环节的流程。中午的婚礼仪式上，其

中一位伴娘还以蒙蒙闺蜜的身份，捧花致辞

为她送上了祝福。当天下午2点，婚礼宴席散

场，两位伴娘圆满完成了任务。

  婚礼结束后，蒙蒙专门准备了伴手礼送

给两位伴娘。她对这两个租来的伴娘赞不绝

口：“虽然之前素不相识，但这两个小姑娘不

仅在婚礼当天助推婚礼流程顺利进行，而且

性格活泼又细心，不停地帮忙扶婚纱、穿鞋、

做造型，甚至接亲游戏环节的红包最后也都

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让我觉得特别感动。”

  此外，蒙蒙还算了一笔细账：如果原定

的两个朋友来当伴娘，往返路费、酒店住宿

费等都是必要开销。相比之下，租伴娘至少

省了2000元。

  事实上，近年来像这样选择赁伴娘或者

伴郎的情况越来越多，相应的出租伴娘或伴

郎服务也越来越多。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

上以“出租伴娘”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发现，

以“出租自己当伴娘”内容发帖的不计其数，

价格在200元至800元不等。在文案中，出租

者通常会说明自己的身高、体重、年龄等个

人信息。

  根据该

二手交易平台

统计数据，2021年

的5月1日至5日，平台

上“出租伴娘”的交易量达去年同期20倍以

上，服务价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而“出

租伴郎”的服务在平台上也有供应，但成交

量只有伴娘的25%。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说，

新人不愿欠人情债、婚期将近而身边找不到

合适的伴娘伴郎、希望有经验的伴娘伴郎可

以保障婚礼顺利进行等情形的出现，使得出

租伴娘伴郎有了现实需求。本质上而言，出

租伴娘伴郎服务的服务模式，可以理解为一

种雇佣合同。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同样认

为，出租伴娘伴郎为新人提供协助举办婚礼

的服务，具有提供劳务的性质，符合市场需

求，应当允许其存在。

职业伴娘伴郎出现

协助完成婚礼流程

  目前在四川成都读书的大四女生谢宇

科，是一名“00后”。去年1月，她在刷手机时

偶然看到了一条关于出租伴娘的广告，于是

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出租自己担任伴娘的广告。

  第一次担任出租伴娘，谢宇科收获了

2600元报酬。不菲的收入加上好吃的婚宴，

让本就热爱旅游的谢宇科乐在其中。如今，

她已经通过出租的方式担任伴娘超过40次，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谢宇科说，对于租赁伴娘的新娘来说，

都希望伴娘有较丰富的经验，有足够的控场

能力，而“身份保密”几乎是一个必备要求。

这种情况下，她会与新娘提前议定需要“伪

装”的身份，通常是扮成新娘的闺蜜、同学，

有时还需在仪式阶段负责抢手捧花、为新人

致辞以及献唱等才艺表演。

  她介绍说，担任伴娘的流程通常大同

小异，需要在婚礼当天随时陪伴在新娘左

右，负责接亲游戏的策划，在婚礼上为新娘

整理着装，倒酒水，拿杯子，端托盘，递戒

指，并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伴娘最大的

职责就是确保一切顺利，既活跃气氛，也不

会耽误‘吉时’。”

  最令她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一场在河南

洛阳举办的婚礼。婚礼前一晚，谢宇科作为

新娘唯一的伴娘，和新娘住在同一间房。两

人聊天过程中，新娘突然说：“这个婚我不想

结了。”

  谢宇科惊了，追问之下得知新娘和新郎

是相亲认识的，平时一个月才能见两三面，

不到一年时间就谈婚论嫁。两人之间缺乏沟

通和安全感，而婚礼前夕的紧张感放大了这

种焦虑。谢宇科先是安慰了新娘的情绪，然

后为她出谋划策：“我帮她分析其实就是两

个人之间缺乏沟通，她需要的是新郎更多的

关心，让她有安全感。于是，我帮她想了一些

沟通的话，让她给新郎打了一通电话，把话

说开把心结打开。”最终，在新郎新娘敞开心

扉地沟通下，这一桩意外被化解，谢宇科笑

言感觉自己“拯救了一场婚礼”。

  从兼职做出租伴娘，到成为职业伴娘伴

郎公司的负责人，谢宇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

间。今年2月，她在浙江注册了一家公司，主

营伴娘伴郎租赁服务。据她介绍，目前该公

司已经吸纳了2.5万余人，绝大部分是兼职

做出租伴娘伴郎的。

  她告诉记者，她所创建的平台现在一个

月接单量在五六百单左右，一般每单在500

元以上。事实上，除出租伴娘之外，出租伴郎

也有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数量差距较大，目

前市场上伴娘伴郎的比例大概在9：1。

  22岁的尹元辑今年3月成为该公司的一

名职业伴郎，截至目前仅参加过两场婚礼。他

对自己以职业伴郎身份参加的第一场婚礼印

象深刻。新郎新娘在海南海口包下了一个五

星级酒店，6个伴郎和6个伴娘全是租来的。

  尹元辑说，伴郎和伴娘相比，对体力的要

求可能会更高一些，主要需要布置婚车、婚

房，在接亲的时候完成撞门仪式，配合伴娘安

排的游戏。尹元辑等职业伴娘伴郎从彩排到

仪式结束忙碌了整整两天，从迎宾到敬酒，每

个婚礼细节都需要他们提前为新郎考虑到。

  “当职业伴郎，尤其是参加过这么豪华

的婚礼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如果将来我

结婚，最好还是一切从简吧。”尹元辑笑

着说。

规范缺失野蛮生长

亟须完善服务标准

  “目前来看，出租伴娘伴郎准入门槛低，

似乎谁都能做。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搜索相

应关键词，能看到大量由个人发布的出租自

己的信息。”谢宇科说，一些婚庆公司尽管也

会提供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但都是私下临时

招募的，并不专业，偶尔会有一些打着“专业

伴娘伴郎团”旗号的账号，其背后也只是一个

临时的小团体或者工作室，没有在有关部门

注册和登记，缺乏营业资质，“根本不靠谱”。

  据谢宇科透露，由于当前出租伴娘伴郎

多为个人或临时工作室，缺乏约束，担任伴

娘伴郎的效果如何全靠个人责任感，因此可

能会有各种状况发生。例如，个人或工作室

为迎合新人对伴娘伴郎的需求，虚假填报个

人信息；伴娘不够专业，态度敷衍，影响婚礼

体验；在婚礼现场临时加钱等。同

时，不仅是出租伴娘伴郎方可能出

现问题，因缺乏规范，有需求的

新人一方同样可能有临时毁

约、故意提出虚假邀约、拒绝

支付报酬等问题。

  不仅如此，

她还关注到，目

前对于职业伴娘

伴郎没有一个严

格的标准和培训

系统，价格也是千

差万别。仅她自身

经历而言，参加婚

礼的报酬就有400元

到3000元不等。

  任超认为，租赁伴

娘伴郎市场混乱主要表现

在供需双方无正规渠道平台作为中

介，从而形成信息交流混乱、伴娘伴郎素质

无保证、需求方资质模糊等问题。一些二手

交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租赁伴娘

伴郎广告，平台对此没有起到规范监督的作

用，无法为发布广告的人员和需求方之间提

供较为集中的信息渠道。“也就是说，供求双

方出现信息误差，无法准确获知双方需求。”

  他还提到，囿于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

告，形式较为随意，无法保证服务提供方的

质量。该类交易多为一锤子买卖，服务提供

方的性价比很可能较差。另外，互联网随机

“拼单”成交的交易模式下，基于信息不对

称，服务提供方无法通过互联网完全知晓需

求方的身份，为该类交易埋下隐患。

  因为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与婚礼息息相

关，带有不可避免的情感属性以及合同交易

属性。受访专家认为，该类服务的规范需要

多方主体共同努力。

  任超认为，从出租伴娘伴郎兴起到职业

伴娘伴郎出现，随着需求不断发展，市场混

乱的问题也需要得到重视。因为该类服务的

交易属性和合同性质，其中部分问题可以通

过民事法律进行解决。此外，还应该通过加

强平台责任的方式进行规范。

  “婚庆公司或职业伴娘伴郎平台对于参

与出租伴娘伴郎服务人员进行联网登记备

案，加强对伴娘伴郎的业务培训等。以互联

网平台为主进行出租伴娘伴郎业务的个人，

可以通过正规平台，实现供求双方信息的匹

配。提高效率的同时，中介平台对于双方资

质予以保障。”任超说，对于中介平台而言，

需要对供求双方进行资质管理，主要包括身

份认证等管理，为供求双方提供平台背书。

  孟强从提供服务方角度建议，担任出租

伴娘伴郎时要注意自身权益的保护。例如，

有些地方可能存在“闹伴娘”的陋习，因此可

能引起有关性骚扰的纠纷，还有可能要求伴

郎挡酒等习俗，这些都可能引起身体伤害或

者侵权纠纷。

  孟强认为，新郎新娘聘请他人担任伴娘

伴郎时，应约定好服务内容、报酬标准，以及

婚礼过程中收取了他人馈赠的礼物红包的

归属等事项，避免事后发生纠纷。

  谢宇科告诉记者，她目前已经在着手开

发平台相关小程序和App，想通过自己创立

的平台，将自己当伴娘的经验推广出去，让

出租伴娘伴郎的培训更加规范化流程化，并

且为行业定价设置一定的参考标准，让价格

更透明化。“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职业伴

娘伴郎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

漫画/李晓军  

婚礼上伴娘伴郎不可或缺
相应的租赁业务大量涌现

租个陌生人做伴娘

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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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租伴娘伴郎市场乱

象主要表现在供需双方无正

规渠道平台作为中介，从而

形成信息交流混乱、伴娘

伴郎素质无保证、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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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规范需要多方

主体共同努力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白坤先

  全国首例违法使用消耗臭

氧层物质（ODS）构成污染环境

犯罪案、“双减”政策下浙江省

知产保护第一案、横跨苏浙皖

三省特大污染环境案……2021

年以来，一批影响力大、示范性

强的典型案例从浙江湖州走向

全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而这

背后是湖州法院对案件质量和

效率的精准把控，对群众司法

获得感的不懈追求。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杜前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近年来，湖州法院

以打造最美新时代法院为发展

定位，以“办案最公、用时最少、

老百姓获得感最强”为工作目

标，系统优化审判流程，数字赋

能审判管理，在细节上做文章，

在改革上求突破，探索出了一

条质效跃升的特色路径。

主动强化系统观念

齐抓共管提升质效

  数据指标是审判质效最直

观的表现。自动履行率、诉前纠

纷化解率、程序比、有财产可供

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

率等13项重点质效指标中，10

项指标居全省排名前三——— 这

是2021年湖州法院交出的审判

数据高分答卷。

  “审判管理就是提质增效

的牛鼻子，直接关系办案质效

的水平、公平正义的实现、人民

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但是审判

管理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

仅盯局部数据指标开方施治，

那必然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杜前说。为此，湖州法院在把握

审判权力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把

系统观念摆在突出位置，从大

处着眼，全生命周期管控案件

质量，一体推进审判质效提升。

  2021年4月，湖州中院出台

了《关于全面构建案件质量管

控体系的实施方案》，聚焦案件

全生命周期中影响司法公正、

效率、便捷程度的各种因素，提

出了26条具体举措，打造全流

程、全要素、全覆盖的案件质量

管控体系。同时，还有针对性地

成立了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

  同年9月，湖州法院制定了《关于提升

办案效率的十项建议》，抓住“结案率”“同

期结案率”“结案均衡度”三个关键性指标，

强化行政管理和目标管控，以办案效率的

提升，促进案件整体质效优化。

  今年2月21日，湖州法院第一时间开展

专项行动部署会，就打击虚假诉讼、打击扰

乱诉讼秩序行为、打击拒执、清理长期未结

案、治理“程序空转”等细化部署，进一步撬

动案件质量管控能力的提升。

  同时，湖州法院还将“一把手”作为抓

好审判管理的关键少数，把审判质效纳入

党组会“会前必谈”工作，对落后的基层法

院院长进行约谈，成立院庭长质效交流群，

上下联动，左右互通，齐抓共管提升质效。

提高审执能力水平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审判工作要注重效率和效果相统一，

特别是要对案件进行分类……”今年年初，

一场“技艺”双全的“三人行”审判经验交流

分享会在湖州中院精彩上演。

  举办类似的沙龙研讨会、案例演说会，

总结审判经验，分享办案心得，在切磋审判

技艺中提高审执能力和水平，是湖州法院

提升案件质量的一个宝贵经验。

  湖州中院副院长潘轶华介绍：“人是提

升案件质量的关键所在，对司法权的监督

和制约是另一个重要元素。因此，湖州紧盯

‘院庭长’和‘员额法官’两类群体，发挥好

合议庭、法官会议及审委会等的制约监督

作用的同时，严格落实院庭长监督管理职

责，进一步完善员额法官退出和法官惩戒

制度，推进完善审判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并

通过开展‘办案之星’比拼等方式，营造争

先创优氛围。”

  当前，一场围绕审判核心数据指标，全

面推动审判管理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

变的改革正在湖州法院徐徐拉开帷幕。

  程序比是一项综合反映“案结事了人

和”效果的指标，数值越低，说明案件质量越

高，“当事人一件事”经过的办案程序越少，

矛盾纠纷“一次性解决”的工作成效越好。

  “2021年，湖州法院案件程序比仅为

1.4，居浙江省第一，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

诉前调解工作的扎实开展。”湖州中院审管

办主任章丽美说，通过诉前调解，不仅有效

避免大量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大幅度降低

程序比，还能使得多方力量参与调解，让矛

盾化解在诉前、实质性解决，进一步提升了

案件办理质量。

  “感谢法院，感谢商会，没想到短短10

天时间就把我们公司这起股权转让纠纷化

解了。”成功办理股权过户登记后，杭州某

科技公司负责人陈某如释重负。

  在这起涉及10余起关联纠

纷、涉案金额达1.02亿元的跨省

股东资格确认案中，湖州中院

联合商会力量，仅用时10天，便

顺利完成了纠纷调处。

  “考虑到本案标的额较大，

双方转让股权的意愿也很迫

切，事前我们对本案的调解预

案做了充分的研讨，事后对调

解协议进行了司法确认。”该案

承办法官湖州中院民二庭庭长

蒋敏说。

  2021年，湖州法院通过矛调

中心诉前委派调解案件16651

件，诉前纠纷化解率达63.97%，

全省第一。

深化改革智慧赋能

让审判流程加速跑

  走进湖州法院数字研判决

策中心，穿过“未来之门”，一个

环形大屏映入眼帘，上面实时

更新着反映全市法院办案质

量、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以及便

捷度的核心指标。

  面对数字化改革带来的重

大机遇，如何将审判管理与数

字深度融合？这是摆在人民法

院面前的一个时代课题。为此，

湖州法院探索将审判管理由

“经验决策”向“数助决策”转

变，由“阶段性、点状式、碎片化

管理”向“全业务、全流程、全生

命 周 期、闭 环 管 控”转 变 的

路径。

  去年，湖州中院在浙江省

率先成立了数字研判决策中

心，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

等功能，通过一屏展示、智能研

判、辅助决策，把“数据流”全面

转变成“信息流”“决策流”。动

态监测、智能分析核心指标数

据，动态掌控全市法院审判质

效数据趋势，对超出预设合理

区间的指标实现精准决策，为

审判团队和法官的高效办案提

供辅助。

  如果数字研判决策中心是

湖州法院的智慧大脑，湖州中

院在南浔试点成立的集约化数

字管理中心，则聚焦了具体的

审判执行流程。

  该中心将审判辅助事务从

审判业务部门剥离，以“集约流

水线”配套优化重组审判辅助

人力资源，设有评估鉴定组、排

期送达组、保全组、调解组、审后组、编扫组

等团队。

  “以往，一个审判辅助人员配合一个法

官全流程跟案，现在，各辅助人员负责具体

案件中的一个环节并在该特定环节提供‘ 1

对N’定向服务，形成辅助事务‘流水线’流

转。”南浔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谢鑫芳

介绍，通过构建“1+3+X”审判团队，即一名

员额法官固定配备一名排期送达员、一名

庭内书记员、一名审后人员，最大程度上让

法官专注开庭审理、作出判决等审判核心

事务，让审判流程加速跑。

  在此基础上，集约化数字管理中心又创

新性地嵌入速裁团队，助力破解案件繁简分

流这一难题，让简单案件驶上“快车道”。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78名审执人员下沉对接180个片区589

个村社，46468件纠纷“码”上受理，26586起

群众来电高效接听、处理……今年4月1日，

在湖州法院“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专题视察

发布会上，通报了去年八件司法惠民实事

的落实情况。

  近年来，湖州中院建立了“司法惠民实

事”这一载体，把群众反映强烈、反映频次

高、社会关注度高，与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

关的事项作为管理项目，每年在“两会”工

作报告中承诺八件司法惠民实事，在立案、

审判、执行、信访等各环节把司法为民要求

落到实处，在突破一个个痛点堵点难点的

同时，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水平不

断提升。

  针对群众深恶痛绝的逃避执行、规避

执行问题，湖州法院深入推进“执行一件

事”改革，拒执打击的力度持续领跑全省。

  去年11月，湖州法院在全省试点探索

“自诉打击拒执犯罪协作机制”多跨协同子

场景应用，从立案移送、协同查证、线上运

行三方面破题，细化拆解出不立案及时反

馈、人员轨迹查询、银行查控协助等62项最

小任务颗粒，规范办理流程，形成打击合

力，走出了一条“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诉讼模式。

  杜前认为，为群众办实事，关键在

“办”、核心在“实”、落脚在“事”，更重要的

是要有久久为功的态度、接续奋斗的精神，

在常态长效上下功夫。

  今年2月，湖州中院在浙江省率先出台

《关于建立健全“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

的意见》，建立“为群众办实事”的筛选、落

实、评估三大机制，进一步深化管理举措，

在共同富裕护航、基层社会治理、营商环境

优化、执行攻坚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着力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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