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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近日，在网上看到两则关于老
小区加装电梯的法院判决案例，有
些想法，在这里跟大家说说。

第一例来自四川。成都市温江
区一老小区有个单元，居民多为老
年人，日常上下楼不方便。在国家
出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政策后，楼
内高层住户通过投票表决和有关部
门批准，于去年 5月，电梯公司进
场施工。但没多久，遭到一楼两家
住户的阻拦。于是，四户高层业主
将一楼住户诉至法院。同年 9 月，
温江区及成都市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一楼住户须停止对电梯安装施
工的阻拦和妨碍 （据 6 月 28 日央广
网）。

第 二 例 来 自 安 徽 。 去 年 11
月，由于加装电梯遇阻，合肥市包

河区绿园小区一幢七户业主，把一
楼两户业主告上法庭。今年 7 月 2
日，区法院判决书下达，判定楼上
七户业主胜诉，一楼两户业主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对该幢楼电梯
安装施工的阻拦。澎湃新闻 7 月 8
日对此做了报道，湖南“红辣椒评
论”和《光明日报》都发评论予以
肯定。

这两例判决，依据都是国家法
律。

前一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物权法第 76条规定，住
宅小区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
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
数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 （俗称

“两个三分之二”）。
后一例，是于今年 1 月 1 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
法典对申请加装电梯放宽了“门
槛”，其中第 278 条规定，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
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
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四
分之三以上同意，就可以申请加装
电梯。这段话有点拗口，打个比方

——某单元由六层 12 户住户 （业
主） 组成，假定每一户面积相同，
由 8 户及以上住户参与表决，有 6
户及以上同意即可申请加装电梯。

就是说，无论是以前的物权
法，还是以后的民法典，加装电梯
无需全部同意。同意的人数，物权
法规定是三分之二，民法典在物权
法基础上再打七五折，即二分之
一。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现在加装
电梯，只需单元业主 （包括面积和
人数） 二分之一同意即可。

去年 7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指导意见》后，全国多地发布老旧
小区改造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加装电梯。但在实际工作
中，高楼层住户与低楼层住户的利
益诉求不同，有时难以协调，因此
进展缓慢，有的几乎陷入僵局。重
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地方在法律
条文之后又加了一个“尾巴”，“须
无人反对”才可申请，也即所谓的

“一票否决”。就是说，哪怕你做到
了“两个三分之二”，或者“两个
三分之二+两个四分之三”，只要
有一户不同意，就不能申请。

涉及利益的事，有人同意，有

人反对，是正常现象。笔者赞成邻
里之间纠纷应该先通过协商，互相
做些让步，友好解决。这也符合民
法典规定的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毕竟远亲不如近邻，大家抬头不见
低头见。如果有的单元加装电梯，
确实会给少数住户带来利益损害，
可以在电梯加装的方案制订上，尽
量避免这些损害，或给予一定的经
济补偿。但若双方协商无效，任何
一方都应该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
法治社会，对簿公堂也许不是最好
选择，但一定要学会让它成为最后
选择。

本月中旬，宁波市召开全市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暨住房租赁市场发
展试点工作推进会。会上，裘东耀
市长强调，“要以电梯加装、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试点、‘绿色社
区’创建、片区化改造等为重点，
高质高效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见 7 月 21 日 《宁波日报》）。笔者
以为，只有依法破除加装电梯的

“堵点”，事关老人生活和城市品质
的电梯加装工作，才能不拖老旧小
区改造的后腿，使其与其他各项

“重点”一样，高质高效地同步推
进。

将电梯加装纳入法治轨道

王学进

7月27日，有两则抗洪救灾的
消息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宁波余姚
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的三个校区，
作为应急避灾安置点，安置了约
150名建筑工人，27日撤离时，他
们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都
恢复了原样；二是一名来自安徽的
陈师傅在离开宁波市翰香小学时留
下了一封感谢信，虽然语句不通，
还有错别字，但表达的感情真挚热
烈，感动了很多人 （据 7 月 28 日、
29 日 《宁波晚报》）。

灾难当前，最能看出各色人等
的种种世相，有人迎难而上，不畏
艰险，奋战在救灾第一线；有人配
合政府的安排，该避险的避险，该

安置的安置；而上述报道中提及的
外来务工人员则为我们呈现了另一
种世相，即感恩于当地政府和学校
给予的方便和关怀，用令人称道的
善后和书信表达真诚的谢意，从中
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
的高素质。

这样的故事和情节发生在教室
里、学校里，对于学校而言，是一
笔宝贵的、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
校方应该充分利用好这笔教育资
源，起码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爱的教育。一位只读过
小学五年级、连常用字都不大会
用的外来务工人员之所以要用书
信来表达，是因为他在安置点得
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台
风 无 情 ， 但 人 间 有 爱 ， 无 以 为

报，所以他只能选择对他而言十
分困难的手写感谢信，来表达内
心的感激之情。爱，是可以相互
影响、相互激荡的。

二是感恩教育。这一百多位建
筑工人和陈师傅，他们是懂得感恩
的。从 7 月 23 日迁入安置点，到
27 日撤离，整整五天，吃喝拉撒
睡，都在这里，这对当地社区、街
道、学校而言，是一桩十分不易的
应急任务，但经过各方的协同努
力，服务工作做得非常出色，赢得
了安置人员的一致好评，对此，他
们铭感于心，终生难忘，故此，就
有了“你给我一个临时的家，我还
你整洁的教室”这感人的一幕。

三是文明教育。由于受某些
偏见的影响，习惯上，人们总是

把外来务工人员与素质不高联系
起来看，有意无意将这个群体污
名化，上述报道告诉人们，不能
用“有色眼镜”看待别人。外来
务工人员的文明素质高到什么程
度？且听张雅南校长的介绍：他
们 早 上 五 六 点 钟 就 开 始 打 扫 教
室，还把课桌椅都一排排地摆放
好，就连小孩子翻阅过的图书也
收整齐了。一间间教室里，没有
汤汤水水，没有油腻，甚至很难
看到有人住过的痕迹。

这么好的素质教育素材，学校
应该利用好，建议选择在下学期开
学第一天，将两则感人事迹介绍给
学生，然后由学生做出评价，教师
总结，借此对学生进行一次生动的
素质教育。

安置人员给学生上了一堂很好的素质教育课

曲征

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宣
布：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当
地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 500元
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 3岁。这是
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发放育儿补
贴金的城市 （据 7 月 29 日 《北京青
年报》）。

目前，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
生育率下降、人口更替不足等社会
问题，亟需通过修订生育政策来提
升人口出生率，为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期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明确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是从目前情况
来看，很多居民还是“不敢生、不
愿生”，导致人口增长速度并未达
到一个较为理想的预期状态。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
是因为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过
重，成本过高。何况，一个家庭多
生一个孩子，其家庭经济负担还要
加重很多。于是，尽管有提倡生育
的各种口号与倡议，但是人们的生
育积极性依然不高。这就需要通过
提高生育福利待遇，降低家庭经济
负担的方式，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欲
望。攀枝花市的做法，正是通过物
质刺激来提升人口出生率，这一有
益尝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与推广。

攀枝花市每月每孩发放 500元

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 3岁，看起
来钱并不多。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三年补贴 1.8 万元，这对于动辄数
万元、数十万元的家庭育儿开支来
讲，所占比例不大，有点“杯水车
薪”的意味。但需要看到的是，由
此可以感知地方政府切实减轻人们
育儿负担，以促进人口增长的决心
与实际行动，这种“真金白银”的
物质奖励，与喊口号、提倡议相
比，是一种进步。

对此做法，其他地方不妨借
鉴，力度更大一些，做得更好一
些。比如，育儿福利不仅仅局限于
每孩每月发 500元钱，也不仅仅局
限于将发放福利的时间限制为孩子
3岁，有条件的地区，福利额度可以
再大一些，时间限制可以再宽一些，
比如直至孩子中小学毕业或者 18
周岁成人。当然，也不一定只是发放
现金补贴，只要能切实减轻家庭负
担，实施别的抚育、教育福利政
策，同样值得鼓励和提倡。

总之，要激发人们的生育欲
望，就要切实降低育儿成本，这已
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攀枝花市的
做法无疑是先行一步的有益探索。
各地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并将这项
福利政策不断加以完善，各地也可
在政策出台、执行情况以及社会效
果诸方面进行积极沟通与交流，取
长补短，最终使我国人口生育水平
能够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

“育儿补贴金”值得借鉴

补 罗琪 绘

从专家组入驻杭甬高速公路助
力抢通，到填堵近 8 公里的红旗渠
以及二线海塘缺口，再到驰援海
曙，市高等级公路建设管理中心应
急小队联合发动各高速项目参建单
位，共同投身抢险救灾攻坚一线，
逆风前行、闻“汛”而动，为守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每一
道防线。

600人凌晨加固8处
海塘缺口

台风“烟花”登陆前后，受
“强风、暴雨、大潮”三碰头的影
响，宁波各地险情不断，市高建中
心在组织部署各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做好自身防台防汛工作的同时，积
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迅速动员
协调各参建单位组建应急抢险队
伍，配合地方开展防台救灾抢险工
作。

7 月 24 日凌晨 3 时，受台风和
天文大潮影响，浪高将会超过镇海
石化区海堤设计标高，市委市政府
紧急命令，借调一线作业人员 600
人立即支援加固约 2.5 公里长的红
旗渠，填堵二线海塘近 5 公里范围
内的 8 处缺口。

接到命令，市高建中心立即向
就近的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
S3 标和 S4 标两个项目部传达支援
指令。仅两个小时，两个项目部迅
速落实了一支 650 人的支援队伍。

7:30，200 余名防台先锋队员
火速集结，组织 5 台大铲车、20 辆
平板车、卡车、农用车等，以最快
速度奔赴沙土场填装运输沙土。大
风暴雨给沙袋运输和堆放增添了难
度，雨衣被吹翻、衣服被打湿，视
线模糊、雨靴进水、脚下打滑，但
工人们谁也没有退却，在汗水雨水
交织中密切配合，持续作战。

18:00，经过逾 11 个小时的持
续作战，8 万包 2000 吨沙袋被堆放
到指定位置，圆满完成了加固任
务。

此外，市高建中心组织象山湾
疏港高速公路各参建单位赶赴余
姚、海曙等地全力支援地方抢险工
作 。 7 月 25 日 至 27 日 ， 宁 波 交
工、中交路建等参建单位陆续出动
300 余人次和 10 多辆救援车，提供
了 10 多台水泵、3000 余包沙袋、
1500 个编织袋、2000 余平方米防
水卷材、5000 余米土工布，为地
方抢险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驰援海曙，铲车装载
机发挥“高大”威力

险情就是命令，责任就是使
命，一线就是战场。7 月 25 日晚上
10 时，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
接到紧急求援电话：海曙区洞桥镇
受台风影响，水位迅速上升，全镇
大部分地区被淹，群众受困，情况
十分危急。

接到指令当晚，市高建中心工
程处临时负责人、市交通运输局应
急小分队三分队队长张杰立即协调
就近施工的宁波交工集团、省交工
集团等单位，以最快速度派出救援
先锋队，并携带 2 辆铲车等救援设
备迅速赶到洞桥，协助当地政府开
展物资运送等工作。

26 日，由市高建中心、宁波
交工、省交工等 30 余人组成的应
急救援队伍，以及 3 辆铲车、1 辆
装载机、2 辆平板车、3 辆救援车
等救援设备又陆续赶赴洞桥镇。

洞桥镇在“烟花”台风中受灾
严重，当地平均水位 1 米左右，最
高水位达 1.5 米，其他车辆基本无
法进入，救援队的铲车和装载机在
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
运送物资和救助受困群众。其间，
救援队积极配合洞桥镇政府、消防
及武警部门，不间断地开展救援工
作，随时帮助沿线需要帮助的群
众。直至 28 日下午 4:30 最后一辆
铲车撤出，已累计救出 20 余辆受
灾车辆及百余名被困群众，有力保
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专家赴一线助力杭甬
“大动脉”快速抢通

7 月 25 日下午，杭甬高速大隐
段宁波往杭州方向因姚江江水倒灌
被迫封道。在市交通运输局的统一
安排下，市高建中心组织全市 30
余位专家，迅速奔赴防台一线，为
杭甬高速以及多条地方公路的保通
解决一批技术难题。

专家实地勘查后，提出在杭甬

高速“高程”较高的中分带两侧设
立两道防水墙的方案，成功遏制了
水势进一步漫延。随后联合宁波市
交通设计院，分析出中分带集水井
的横向排水管是南侧江水倒灌的源
头，并提出采用防水土工布兜底、
沙袋填充的封堵措施，进一步巩固
隔水成效。

次日，根据省交通运输厅指
示，专家组指导采取在建高速隧道
项目部紧急提供的防水卷材建立防
水墙的措施，为几台大型龙吸水设
备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的技术条
件，确保杭甬高速的双向通行。

专家组还为各地方道路保通提

供了技术支持。余姚丁家畈是全省
降雨量最大的地区，累积雨量达到
了 1010 毫米，浒溪线南嵐村附近
山体出现了滑移迹象，专家组提出
了封闭裂缝等应急方案，为道路保
通提供了技术支持。

此外，刘慈军副组长还带领宁
波市交通设计院和宁波公路市政院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到章水、龙
观、鄞江等 3 个乡镇确认桥梁道路
水损情况，并按照市交通抢险组的
要求，对当地 13 座受洪水冲击的
桥梁进行应急检查，评估桥梁结构
是否稳定，对桥梁继续使用提出了
确认和后续处理的技术建议。

现场指导之余，专家队及时总结
经验，针对平原和山区两种情况，分
别起草了台风道路保通防御典型方
案，并通过市抢险工作组下发，为各
区县 （市） 还在开展的防汛救灾和今
后应急保通道路提供案例参考和技术
指导。

风雨侵袭的痕迹正在慢慢消退，
一名名高建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项目建
设一线开展安全检查，为有序做好各
项目灾后复工复产，实现年度建设目
标打下坚实基础。

防台防汛战“烟花” 风雨共铸“高建”魂

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项目部加固镇海石化区海堤。

张燕 何明芳 张梅 文/图宁波象山湾疏港高速TJ-1标项目部在余姚抗洪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