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 2021年1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董小军8 NINGBO DAILY

专栏文章由北京德恒 （宁波） 律师事务所提供

《民法典》 第一
编 《总则》 第二章
“自然人”，阐述了作
为个体的人所拥有的
基本民事权利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以及
“监护”这一特殊法
律关系的完整概念。

每一个个体都是美丽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美丽的
撰文撰文//李人鹏李人鹏

《民法典》第十六条规
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
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
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
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
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解读】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很

多人看来，所谓权利一定是一个生
命来到人世后才有的，但实际上，
尚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也具有某些权
益，如他 （她） 可以参与遗产分
配、接受赠与。《民法典》 第十六
条规定正体现了这一点。

法律为何对胎儿的权益作出规
定，这是因为，一个生命在尚未离
开母胎时，其父母因各种原因离
世，其一旦来到人世，就可能缺少
一个经济来源，为此，法律特别规
定胎儿有权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

除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外，其
他凡是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
都有权利为自己争取。只不过胎儿
自己是无法主动争取利益的，需要
其他人，如他的父母来行使。

在继承权纠纷中，是有诉讼时
效的特殊性规定的，即从权利人知
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继承权受到侵
害，以及有明确的侵权人起三年内
向法院起诉，对确实不知道继承权
被侵害，或具体侵权人的，最迟不
能超过继承权受到侵害之日起二十
年，否则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
此，对于胎儿来说，在符合法律规
定的情形下，在成年之后起诉继承

权，仍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
赠与涉及赠与者和被赠与者双

方，对于一般的赠与，如果受赠人
不接受，赠与就无法实施。但对胎
儿的赠与，法定代理人不能拒绝接
受，如一个法定代理人因各种不接
受，其他法定代理人可以接受。当
然，不是说接受赠与就一定有效，
因为赠与的财产如果还没有交付，
赠与人是可以撤销赠与的。另外，
如果赠与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
已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
活的，赠与人也可以撤销赠与。

如果胎儿在分娩时死亡，就不
能享有继承与赠与的权利，已由监护
人基于上述权利获得的财产应返还。

《民法典》第十九条规
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
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
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
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解读】
父母的手机被孩子拿走，几分

钟就下载了一大堆游戏，更可怕的
是，调皮的孩子还可能往游戏里充
值，那么，诸如孩子偷偷给手机充
值等让人感到烦恼的行为，《民法
典》 是如何定义的。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
实施和他年龄智力相当的行为，比
如未成年人可以花 2 元钱购买一支

冰棍；也可以实施纯属于获取利益
的行为，比如接受别人赠与的 100
元。但除纯获利益和与其年龄智力
相当外的其他行为，需要家长表示
同意才有效。因此，对于孩子私自
对游戏充值的行为，如果金额较
大，因与其年龄智力不相符，该游
戏充值行为是无效的。但游戏充值
一般需要经过复杂的操作程序，家
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如果任由孩
子这样做，明显没有尽到对个人身
份信息和账户密码谨慎管理的义
务，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所以，真
的出现孩子为游戏充值的情况，在
一般情况下，做父母的要求返还全
部充值金额就难以实现。因此，与
其对游戏公司口诛笔伐，不如好好
教育孩子，让其不要沉迷于游戏，
这才有利于孩子。

有时候，顽劣孩子做的事是完
全瞒着父母的，比如，一个小孩冒
充成年人，偷偷花几千元钱购买了
福利彩票，如果彩票站之后了解到
买彩票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正确的
做法是告知其父母是不是接受，如
果父母表示接受，则该购买彩票的
行为有效，如果父母不接受，则该
购买彩票的行为无效，相应的权利
也就不存在。

长辈在过年时会给孩子压岁
钱，如果家长允许小孩自己掌握压
岁钱，则很难一律以小孩不懂事为
由不认可他们的交易行为。是否与其
年龄和智力相符，应结合小孩对用于
交易的金钱是否具有处分权和小孩是
否完全理解他的行为来综合认定。

《民法典》第二十六条
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
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
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解读】
“幼有所养，老有所依。”这是

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也是一种法
律义务。和谐美满的家庭自然是

“父母慈，儿女孝”，而离异家庭也
有法律的保障。夫妻离婚的，双方
都可以要求未成年子女跟自己生
活，但对于子女的抚养，不论是对
哪一方来说，都是应尽的义务，不
能因为子女没有和自己一起生活就
拒绝抚养。如果和子女一起生活的
一方出现了不适合继续抚养子女的
情形，比如经济状况明显恶化、患
疾病等，是可以要求变更抚养权
的，另一方如无特殊情况不能拒绝。

成年子女有义务赡养父母。不

能因为父母没有和自己一起生活或
父母偏爱其他兄弟姐妹就拒绝赡
养。有很多人常常会认为父母平时
由自己照顾，自己为父母花费的钱
财可以在继承遗产的时候从中要回
来。在继承权纠纷中，法律虽然规
定对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或与父
母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有
能力而不尽赡养义务的，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但平时孝敬父母是儿女
应尽的义务，已经为父母花费的财
物，除非其他继承人同意或父母生
前有特别的安排，否则是不能在继
承的时候要求从遗产中扣还的。并
且，如果父母留有遗嘱，遗产的继
承则应按照遗嘱进行分配。遗产毕
竟是父母生前的个人财产，父母有
权自由处分，无论是在父母生前还
是死后，都遵循他们的意思，才是
真正的孝。正所谓“生前尽孝，死
后尽道，”按照道德和法律的要求
来行事，“家中无纠纷，亡者可安
魂；兄弟互相让，美德传后人。”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
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
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
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
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解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

福。”成年人可以事先书面确定自
己的监护人，以防自己遭受灾病导
致生活不能自理时多一个保障。但
这不会因此免除夫妻双方应该相互
扶养的法定义务、父母的抚养义务
和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监护职责
与扶养、赡养义务是并行不悖的多
重保险。

比如甲与乙书面约定，如果甲
发生事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话，
乙自愿作为他的监护人，履行法律
规定的监护职责。那么在发生约定
的情形后，乙应按照书面的约定履
行其义务，如果乙违反约定，甲的
其他监护人、近亲属等可以要求其
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

但甲与乙之间的约定，不意味
着甲的其他监护人、近亲属就免除
了他们的法律义务。如果甲是已
婚，其配偶有抚养的义务；甲的父
母以及他已经成年的子女同样应该
尽到抚养或赡养的法律义务。

■法眼观潮 牧 野

婚姻家庭矛盾中，家庭暴力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有人
认为，家庭暴力就是简单的夫妻
间的拳打脚踢，不能上纲上线。
此外，受“家丑不可外扬”等传
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家庭暴力的
受害者习惯于逆来顺受、委曲求
全。显然，制止、惩治和预防家
庭暴力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
是一个长远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必须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创造
一个良好的环境，从立法到执
行、从法律到道德、从社会到家
庭，多角度、全方位地关注这一
社会问题。

新的 《民法典》，对进一步
规范家庭成员的责任提出了更加
合理的要求，也更加明确地提出
了向处在家庭暴力下的人们提供
人身保护的规定。

现实生活发生的大量事实证
明，向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保
护，其中一项有力的措施是法律
援助，这实际上是向弱势群体提

供救援和帮助的一项政府措施。
在不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按照
法律要求，对如何加强这项工作
作了有益的探索，如鼓励和建立
救助受暴受虐者的非政府机构，
为受害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咨询、
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服务。此
外，公安等政府部门还加强了合
作，关注并及时处理家庭中的暴
力，对家庭暴力予以实质性的干
预。此外，妇联等群众组织，也
不断加强反家庭暴力的宣传，提
高全体公民的道德水准，唤起弱
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妇女自身的
觉醒，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护
合法权益的能力。

除了做好正面引导和宣传工
作，针对不少人对家庭暴力持

“清官难断家务事”等陈旧观
念、一些受害人面对暴力一味委
屈忍受的消极态度，还要根据

《民法典》等法律，进行强有力的
理论反击，消除命中注定、夫劫
难逃等错误认知，鼓励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以 《民法典》 等为武
器，理直气壮地维护自身权益。

破除家庭暴力
需消除陈旧观念

聂某原为北仑一房产中介公司
职员，由于近年来行业竞争激烈，
聂某的业绩不太理想，收入有限。
一次，他在和装修公司业务员聊天
时获悉，如果介绍客户给装修公
司，最后客户选择该装修公司下
单 ， 装 修 公 司 可 以 给 5% 的 介 绍
费，这让聂某动了心。

聂某早期曾做过一个楼盘的销
售员，电脑里存有该楼盘业主的信
息，加上最近两年从事房产中介工
作，他积累了一些客户的信息。此
外，他还通过 QQ 群，或者同行的
介绍，购买过一些业主的个人信
息，其中内容包括楼盘小区的名

称、业主姓名、电话、住址及家庭
房屋面积等，聂某把这些信息存放
在电脑里。

之后，聂某利用这些信息按图
索骥，有针对性地根据客户买房、
租房需求主动出击，或者向楼盘业
主询问是否有出租或出售意向，进
行电话推销，或者将信息提供给其
他材料商、装修公司拿返点赚取利
润。

近日，当地法院经审理，以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聂某有期徒
刑 三 年 ， 缓 刑 四 年 ， 并 处 罚 金
6000 元。

（北检）

房产中介人员
出售业主信息获刑

【问题】
张女士与一家公司签订了两年

劳动合同，去年 8 月底，该合同将
正式到期，但在 8 月中旬，张女士
在家洗澡时不慎摔倒受伤住院治
疗，医生给出的出院日期大约为一
个月。在此期间，张女士向公司提
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等资料，要求
请假并延长劳动合同期限至其治疗
终结。但 8 月底时，公司仍然以合
同到期，其受伤非因公导致等为
由，终止了与她的劳动合同。张女
士问，公司的做法是否符合规定。

【说法】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医疗期规定》规定：企业职工因患
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
疗时，“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
的，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
为三个月”医疗期。本案中的张女
士，无论其在公司工作多少年限，
也不论其属于工伤还是个人原因受
伤，她至少可以享受 3个月以内的
医疗期限，也就是说，享有医疗期
是每一位员工的法定权利，用人单
位不得剥夺。

此外，她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必
须顺延。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当出现如生病住院等情
况时，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
的情形消失时终止”。原劳动部也
曾发文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根据
这些法律可以明确，用人单位在双
方劳动合同即将期满时发现劳动者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
疗期内的，不可在劳动合同期满时
即终止双方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

关系应当续延至该情形消失时终
止。

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女士受伤
期间，其公司不得以劳动合同已到
期为由，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否
则，根据相关法律，用人单位违法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应向劳动
者支付赔偿金。 （梅生）

员工医疗期未满，单位能否终止劳动合同？

去年年底，江北法院庄桥法庭
开庭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案，在庭审
准备期间，被告袁某因不同意其妻
子提出的离婚请求，撕毁法院的庭
审通知书，并出言挑衅法官，态度
恶劣，拒不道歉，挑战司法权威，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影响了案件的
正常审理。

法官当场对袁某进行严厉训
诫，至此，袁某才认识到自己行为

的错误，写下悔过书，保证今后再
不重犯。之后，法院依法对袁某作
出罚款 5000 元的决定。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必
须尊重司法工作人员，遵守法庭规
则，听从法官指挥，以妥当的方式
主张自己的权利，确保良好的司法
秩序。任何藐视司法权威，妨害诉
讼秩序，损害司法公信的行为，都
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吴姗）

当事人撕毁法律文书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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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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