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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风“入手”让文明“入心”
——北辰区果园新村街弘扬“好家风”建设文明幸福新村

新农村关注

真心帮农户 确保粮丰收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杨盛岚 魏铭珺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曾子益杨天宇王旭光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正，则社稷兴。
近年来，北辰区果园新村街围绕全面打造“首善、文明、美丽、幸

福”街区目标，积极探索好家风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模式，在
以文化人、敦风化俗中引领时代新风，提升街域人文道德素养，加快
建设富裕新村、幸福新村、美丽新村。

元宵节将至，东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严格检查辖区商家原
料票证、生产过程、食品安全等方面，杜绝不合格产品混迹市场，保障
百姓节日食品安全。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翟鑫彬摄

新春伊始,蓟州区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搞好冬
小麦生产，确保安全返青。与此同时，积极调配农资，确保今年
春小麦种足种好，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大丰收。

蓟州区亚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有大片冬小麦，但去
冬今春由于土壤墒情不好，加之多次寒潮侵袭，给冬小麦返青带
来一定困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春节过后刚上班，蓟州区农业
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就主动联系合作社负责人郭士宝。

在麦田里，农技人员仔细查看土壤墒情和冬小麦苗情，综合
会商后，拿出了切实可行的冬小麦返青实施方案：及时镇压、施
肥和浇灌，帮助受冻麦苗恢复生长，减少春季水分蒸发。与此同
时，农技人员还提醒郭士宝要提前预防麦田病虫害，以确保冬小
麦健康生长。

郭士宝高兴地说：“去冬今春，我们合作社小麦土壤墒情并
不好，我正为小麦返青着急，不知道怎样进行田间管理。没想
到，刚过完年，区农业技术人员主动找到我并直接来到麦田查看
墒情，告诉我具体应对措施，我非常受益，让我对今年合作社夏
粮丰收更有信心了。”

冬小麦要管理好，春小麦更需及时抢播。蓟州区是春小麦种
植重点区域，每年播种面积都超过万亩，为确保不误农时抢播春
小麦、扩大粮食生产面积，蓟州区相关部门积极协调组织农资销
售企业，保障种子、化肥等农资供应，确保春小麦种足种好。

康恩伟泰种子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学中介绍，作为一家专业
农资公司，他们认真落实区农业主管部门要求，每天都忙着带领
工人们装车，为各个春小麦重点镇村销售网点配送种子、化肥等
春播物资。截至目前，已备足300万公斤优质春小麦种子，其中
已经有200万公斤配送到了全区150多个网点，可满足农民春
播用种需求。

连日来，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红玲一直活跃在
南部镇村，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户们讲解春小麦播种知识。“大家要
注意了，今年立春比较早，春小麦播种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施
足底肥，一般每亩使用小麦专用肥30公斤到35公斤；第二，适时
播种，一般在2月底3月初播种；第三，在春小麦播种时要注意种、
肥隔离，这样才能确保春小麦出苗好。”张红玲叮嘱道。

润泽风尚 培育家文化

“大爷，给您拜年了！这是给您家一
对一定制的特色福字和对联！”春节前
夕，果园新村街新华里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刘国华带着社区工作者挨家挨
户送“福”。

别小看这福字和春联，里面藏着有意
义的小细节。为了让社区居民在春节贴
上带有家风家训特色的春联，社区成立了
家训收集整理工作组，聘请高校专家学者
加入志愿者队伍，走进门跟社区居民唠家
常，整理出各家认可的“定制化”家训。

短短几天，工作组为50户家庭整理形
成了家风家训150条。过年期间，张贴带
有家训的春联成为新华里居民过年的新
风景。不仅如此，新华里社区还将入党誓
词引入社区家风示范楼门，拍摄楼门“全家
福”，打造展示墙、样板间，在春节期间更是
将“德治”发挥出更加温暖的力量，引导居
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成为首善新村的点
点星火。

这些举措只是北辰区打造“首善之街”
家风示范街项目的一个缩影，以打造家风
为引航，果园新村街探索了“三家三集六走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模式，以家庭、家
教、家风为基点，通过集家训、家法、家规的
方式，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进家
庭、进楼门、进社区、进机关、进学校、进企
业商户，从而以家风带动社风，以社风促进
政风，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之花在新村大
地竞相绽放。

古今传承 厚植好家风

“春联，源自‘桃符’，最早的春联是五
代十国时候蜀国的后主孟昶写的呢……”
“孩子们，上联末字用仄声，下联末字用平
声，这句口诀得记住了……”

春节前夕，辰兴家园社区邀请“翰墨书

画社”老年志愿者和社区的孩子们一同来
到社区活动室，孩子们专心致志地聆听老
人们讲起春节的习俗。写福字、贴春联、
剪窗花……社区活动室内年味儿正浓，传
承家风家训的氛围也愈加浓厚。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街道组织开
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探访运河、讲述非
遗、传承家风”活动，让30名青少年和文

明实践志愿者“带着家风去上学”。参观
寻访传统建筑、现场了解非物质文化遗
产、开展特色公益行动……一天的走访，
渐渐培养起孩子们自觉做优秀文化传播
者和继承者的意识。

只有从实践出发，不断创新文明家庭
主题活动，才能让家风家训深入人心。果
园新村街以传承为媒，深挖街域文化资源，

开办“道德讲堂”“文化礼堂”等德孝活动，加大
优秀家训家风的传播力度，不断厚植“德治”基
础。进一步深入开展家风讲堂、家风采集、家谱
汇编、家风新刊、家风学堂、家风典型、家风平台
等十大活动，引导移风易俗、敦风化俗，释放上下
同欲、崇德向善创建合力，推进“家+文化”建设，
营造注重家风建设的浓郁氛围。

晒活故事 汇集家风谱

这几天，家住辰兴家园社区的吴阿姨忙个
不停。熟人见了她问：“您这风风火火的上哪
儿去？”她急着道：“去红姨家看看。前几天她
住院了，老伴儿还瘫在家，我帮忙照顾照顾。”
原来，自从邻居红姨住院后，吴阿姨便主

动帮忙照顾红姨瘫痪在床的老伴儿，从早晨6
点到晚上9点，喂药、擦拭身体、换洗衣物，像
对亲人一样对待红姨的老伴儿，社区居民无
不为之点赞。
平日里，像吴姨一样的志愿者起到了“把

生脸变熟脸、把冷脸变热脸”的积极作用，他们
发挥个人能量，主动入户带动好家风，推动社
区关系和睦，成为社区“德治”自治的一股可依
靠、能信赖的志愿力量。
以此为延伸，果园新村街建立了新时代文

明实践理论宣讲、文化健身、文明风尚和互帮
互助等志愿服务队伍66支。“和事佬”“武林大
妈”两支家风调解志愿服务队，更是成为社区
宣传“好家风”的领头羊，也让“好家风”成为居
民、社区、街区的“连心桥”。
文明家庭传承文明家风，道德建设筑牢

文明基石。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新村
好家风”人物专栏，挖掘各社区爱党爱国、敬
老孝亲、爱岗奉献、邻里互助的典型人物和先
进事迹，果园新村街用榜样故事引领居民，推
动良好家风感染更多人，让生动的文明实践
故事汇聚成新村街的首善“家风谱”。
德润人心，相沿成俗。果园新村街深挖传

统优秀家风这座精神富矿，为社区居民带去和
谐幸福，构筑起整个社会崇德向善、聚力圆梦
的精神长城。
“我们要积极发扬‘三牛’精神，将家风建

设作为弘扬首善精神，助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的重要支点，在守正创新中使家风有更多的形
式载体，让好家风可触、可感、可知，使家风的
精神薪火代代相传，以党风政风红色营养为精
神文明建设注入不竭动力。”果园新村街党工
委书记王芳说。

未成年人，像娇嫩的花朵，本该向阳而生，蓬勃成长。然而，遭受过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却过早地看到了世界的背面，从
此内心笼罩阴影，生活困于阴霾。正如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女主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长期性侵，最终精神崩
溃。该书也是作者的半自述作品，最终作者以在住处上吊自杀的形式结束了26岁年轻生命。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
不能止步于道德宣讲，因为道德不会改变狼食肉的本性，单靠道德也不能织就一张防狼的电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的今天，要靠法律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将孩子护于其内，将危险拦截于外。 法律支持天津允公律师事务所

与法同行 典亮生活——法律人士教你如何正确“打开”《民法典》

白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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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讲典

用法律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筑牢防火墙 “二房东”的转租行为
符合《民法典》吗？

郭明龙 曹镡文

《刑法》就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
规定了严厉的刑罚
浙江省台州市的小怡（化名）遭受所在学校

校长万某多次侵犯，2019年4月10日，万某因
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2019年夏季以来，涉县某村村民师某

平、师某太通过购买辣条等方式，将未满14
周岁且智力残疾的小华（化名）骗至一所住房
内多次轮奸。同年10月17日18时许，二人
再次实施轮奸时，被闻讯赶来的小华爷爷发
现报警。师某平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师某太犯强奸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我国《刑法》规定了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

强奸的对象如果是幼女、即不满14周岁的未成
年人，猥亵的对象如果是儿童的，均要从重处罚。
我国的性同意年龄是14岁，低于这个年

龄与别人发生性关系都不能称之为自愿。《刑
法》规定只要明知对方是幼女而与之发生性
行为，即使没有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且幼女
同意与之发生性行为，仍构成强奸罪。而且，
在强奸罪的既遂认定上，幼女以“接触”为标
准，即只要接触到幼女的性器官同时行为人
有强奸的故意，即视为强奸既遂。

《民法典》对未成年人遭性侵损害赔偿
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作出特别规定
《民法典》第191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

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这一规定实际上延长了对未成年人遭受

性侵害而要求损害赔偿的保护期限。考虑到
实际侵害发生之时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
还不具备自己维权的能力，所以将该种情况
下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规定为受害人年满
18周岁之日，即成年之日。

《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更严密保护
2020年10月17日，《未成年人保护法》

进行了修订并公布，修订的内容于2021年6
月1日开始实施。

针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预防及其特
别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了周到细密
的安排。
（一）监护人的相关职责。对未成年人进

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监护职责。这里的安全教育理应包含免受性
侵害的教育。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
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
职责的，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时，需要考察待委
托人员的情况，对于曾实施过性侵害行为的
人，不能被确定为受托人。
（二）学校、幼儿园的相关职责。1.学校、

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
人工作制度。2.对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
等违法犯罪行为，学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
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
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3.学校、幼儿园应当
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
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4.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未成
年人，学校、幼儿园应当及时采取相关的保护
措施。5.学校、幼儿园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
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
有性侵害的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
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对已经录用的人员，
每年定期对其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
行查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
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聘。
（三）国家及国家机关的相应职责。1.国

家建立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系统，

向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提供免费查询服
务。2.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相关组
织和个人未代为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
以督促、支持其提起诉讼；涉及公共利益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公益诉讼。3.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与其他有关政
府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互相配合，对遭
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
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
等保护措施。4.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
案件，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应当采
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未
成年被害人、证人是女性的，应当由女性工作
人员进行。

未成年人保护 我们一直在行动
（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号检察建议

书”。指的是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向教育部发送的高检建〔2018〕1号检察建议
书。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
社会治理类的检察建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
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
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
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
位等问题，向教育部发出的。
“一号检察建议书”发出后，2019年全

年，各地检察机关单独或者联合教育部门查
访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所，督促整改安
全管理隐患6600个，起诉教职员工性侵学生
犯罪800多人。
（二）“一站式问询”制度建立。2018年“两

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在会上提出关于全面建
立处理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问询”的建议。

这是考虑到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在配
合问询取证时，往往会因为回忆痛苦的细节

而造成二次伤害。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建议
后，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同年11
月予以答复。2019年2月12日，在最高检发布
《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时，正式宣
布推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制度。
幼女小丽（化名）的父母控告15岁小王以谈

对象为名,与小丽发生性关系并致其怀孕。公安
机关侦查中,小丽、小王均承认发生过性关系，但
经过对被害人腹中胎儿做DNA鉴定，查明被害
人腹中胎儿与小丽的成年网友马某有生物学遗
传关系,最终抓获了强奸幼女小丽的“真凶”马某。
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检察机关启用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室,实现公、检、法“一站式”询问,
减少对小丽的二次伤害,并对小丽、小王进行了
心理疏导,跟踪帮教,对双方父母进行亲职指导。
（三）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2020年5月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
部、公安部等九部门会签下发了关于建立侵害
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这
意味着所有未成年人被侵害的案件，必须通过
最及时快捷的方式被相关部门知晓。
（四）严格教职工准入制度。2020年9月

18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
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
性侵违法犯罪的行为人具有行为的反复性，

受处罚后再犯的可能性很高，需要从源头掐断这
类人员与未成年人接触的机会。严格教职工的
准入制度，坚决把“大灰狼”拦截在校园之外。
我国已经建立了预防未成年遭受性侵害的法

律制度体系，但是人性是复杂的，单靠法律制度不
能杜绝这类犯罪的发生。所以，家长应该成为保护
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不要让未成年人与父亲以外
的异性单独相处，不要以任何理由放弃和放松对孩
子的监护，要对孩子进行及时适当的性教育。一旦
孩子不幸遭受性侵，要及时报案、科学处置、保存证
据，同时注意不要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实践中的“二房东”一般出现在承租人将租赁物再次
转租的情形中，转租是指租赁期间内承租人将租赁物全
部或部分再次进行出租的行为。转租现象在日常生活中
较为常见，而转租骗局也多有发生，因其涉及三方乃至更
多主体的利益，所以转租关系更为复杂，《民法典》第716
至719条对承租人转租有关问题进行规定，对实践中相
关争议的解决具有现实意义。

转租须经出租人同意
根据《民法典》第716条第一款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

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针对出租人迟延表达意
见的情形，《民法典》第718条进一步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
租人同意转租。这是对出租人同意转租的推定规则。

对于未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根据《民法典》第716条
第二款规定，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此时承租人（二房东）
的行为属于根本违约，出租人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并要求第
三人（次承租人）搬离房屋。第三人不能向出租人主张违约
责任，只能向将房屋擅自转租的“二房东”主张违约责任。

转租原则上不得跨越剩余租赁期限
根据《民法典》第717条的规定，除非出租人与承租人

另有约定，否则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
人，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超过部分的约定
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举例说明：甲乙双方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甲将其房屋租给乙并约定租赁期间为7年，3
年后乙因工作原因欲搬往他处，经甲同意，乙将该房屋转租
于丙，约定租期为5年，后因7年租赁期满甲欲收回房屋，那
么丙的权利如何救济呢？此时甲乙双方未对转租期间另有
约定，所以超出的1年租期对甲无效，甲可要求丙搬离其房
屋，此时，丙可依转租合同请求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转租后原租赁合同依然有效
次承租人享有代为履行权

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依法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
在承租人（二房东）和第三人（次承租人）之间成立了合法
有效的转租合同，此时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存在租赁合
同、承租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转租合同，第三人依照约定
向承租人（二房东）支付租金。不过，若承租人拖欠出租人
租金，出租人本来享有对承租人的合同解除权，此时势必
影响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为了保护次承租人的利
益，依《民法典》第719条，法律赋予次承租人代位履行的
权利，向出租人支付承租人欠付的租金和违约金，该租金
和违约金可以充抵次承租人应当向承租人支付的租金；若
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的，次承租人可以向承租人追偿。
（郭明龙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市法学会民法学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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