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
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7月20日，该《决定》公布。7月2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
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发布，三胎时代正式来临。那么，其中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之间有哪些法律关系需要我们了解呢？

法律支持允公律师事务所

白万春

以案说法

■兄弟姐妹间的
权利义务
一家三孩甚至多孩，在上个世纪

70年代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是
一种自然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育有
多个子女的大家庭中，大的让着小的、
照顾小的甚至为了小的要求大的在个
人发展、人生利益上作出牺牲，一度成
为调整兄弟姐妹之间关系的家训、美
德。民间有俗语“打头骡子先受累”，说
的就是这种现象。从法律层面来看，兄
弟姐妹间又有着怎样的权利、义务呢？
《民法典》第27条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
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人按顺序担任
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
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同意。
《民法典》第1075条规定，有负

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
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
有扶养的义务。

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
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
活来源的兄、姐，有扶养义务。

这就意味着成年且有监护能力
的哥哥、姐姐对未成年弟弟、妹妹的
扶养、照顾是一种法定的义务。法律
上的权利一般会与义务如影随形、相
互对等。凡是由哥哥、姐姐扶养长大
的弟弟、妹妹，一旦哥哥、姐姐年老或
者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弟
弟、妹妹对哥哥、姐姐同样有法律上

的扶养义务。
在我国《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兄

弟姐妹被规定为近亲属，而且相互之间
有继承关系。

第1045条规定，亲属包括配偶、血
亲和姻亲。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

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
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
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

第1128条第二款规定，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
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的兄弟姐

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
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
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之间互为近亲属，在特定
情况下互相负有扶养义务，互为第二顺
序法定继承人。这样的法律规定基于
我国社会生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庭
伦理观念，符合我国民众的价值取向，
同时对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成年兄姐有义务
照顾年幼弟妹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也会对
这样法律规定的合理性进行质疑。比
如电影《我的姐姐》热播以来，不少网友
提出让影片中的姐姐放弃深造机会、事
业梦想去扶养照顾年幼的弟弟有失公
平。况且姐姐因为父母重男轻女的思

想而受尽委屈，自己所填写的去北京攻
读医学专业的高考志愿被父母偷偷改
成了家门口学校的护理专业，理由是女
孩子就要早早赚钱养家。在严格执行
计划生育的年代，父母为了再生一个男
孩，不惜让姐姐假装残疾。在这样的背
景下，姐姐与父母后来所生二胎小弟弟
关系疏离。正当姐姐努力考取研究生
以便彻底摆脱父母、改变命运的关键时
期，父母却因车祸双双死亡，姐姐不得
不面对充满陌生感的弟弟。是放弃梦
想对弟弟尽扶养之责，还是为了追求自
己的梦想而将弟弟送人抚养？年轻的
姐姐不得不在理想与现实间挣扎徘
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姐姐已经成
年，应该作为弟弟的监护人，对弟弟尽
扶养之责。有不少网友认为这样的法
律规定缺乏对特殊情况的考量，过于
“一刀切”，难免显得生硬。

然而，“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一项规则如果仅得到道德层面的认可，
则不会产生法律效力。一旦该规则为法
律所规定，则会产生法律效力。就影片
中的情形而言，如果姐姐不对弟弟履行
扶养义务，那么弟弟可以请求法院判决
姐姐履行该义务并可要求强制执行。正
因为这一规定属于法律规范，所以具有
强制力。如果仅仅是道德规范，则对于
不遵从的人而言，顶多是被舆论谴责。
正如夫妻间的忠诚义务被规定在《民法
典》中，违背该义务导致离婚，有可能被
对方追究损害赔偿责任，而不仅仅是受
道德拷问。

由于我国社会经历了严格的“一对
夫妻一个娃”的时代，进而过渡到部分放
开二胎、全面放开二胎，以至于今年放开
三胎。这就造成了一部分“70后”甚至

“60后”抢生二胎，二胎与一胎之间的年
龄差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成为一大社
会现象。电影《我的姐姐》也正是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应时之作。一旦老
来得子（女）的人们在抚养二胎、三胎的
过程中身体出现重大疾病或者遭遇意外
伤害，那么大哥大姐扶养小弟小妹将成
为不可回避的义务。这无疑加大了头胎
子女的负担。但既然这是法律所规定的
兄弟姐妹间的义务，那么我们就只能理
性地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法律以外的思考

人的繁衍本质上是维持一个民
族、一个社会生生不息的力量，生娃不
仅是为家庭而生，也是为社会而生。
提高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
未成年人的保障水平，是解决二胎、三
胎给整个家庭以及给一胎带来额外负
担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国家的整体经
济发展水平不足以达到上述的社会保
障水平之前，个体的家庭综合利用保
险制度、信托制度等方式，未雨绸缪，
为幼小的二胎、三胎储备相应的成长
基金，也可预防在极端情况发生时一
胎的人生受到冲击。

当然，法律只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一种规范。维系兄弟姐妹之间关系
的，更多的是宝贵的人类情感。如果兄
弟姐妹之间只剩法律、只讲法律，无疑将
是人类的悲哀。尽管法律规定了兄弟姐
妹之间的扶养义务，但是三胎时代并不
仅仅意味着一胎拥有的家庭资源被争抢
并被赋予更多义务，同时也意味着基于
亲情、道义产生的互助力量将创造更多
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热点聚焦

父母去世，有监护能力的姐姐是否应当
担任未成年弟弟的监护人？

律师信箱

我的一位朋友今年21岁，已经
参加工作，她的父母于今年3月因车
祸身亡，留下她和6岁的弟弟，他们
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亦早已离世。
请问，此种情形下，我的朋友是否必
须扶养她的弟弟？ 读者：王女士

律师解答：
我国《民法

典》第27条第二
款规定：“未成年
人的父母已经死
亡或者没有监护

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
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
部门同意。”

根据上述规定，并结合您描述的
情形，未成年人的父母已死亡，应按照
法定顺序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
人。现您朋友属于有监护能力的成年
人，在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均离世的情
形下，她应当作为她弟弟的监护人。
天津国鹏律师事务所 李宁 李笑笑

让污染环境者
付出高昂代价

【案情】
2017年8、9月份，弭某某、王某

甲、王某乙与同乡李某（已判刑）及郑
某某（已判刑）等合股在蓟州区某厂
院内建炼铅厂，从事拆解废旧电瓶、
粉碎废旧电瓶壳、熔炼铅块等非法加
工活动。环保部门发现后于2018年
6月依法取缔了该炼铅厂。经天津市
蓟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粉碎废旧
电瓶壳车间、排水沟等12处取样检
测，结果为含铅、镉最高超过《天津市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165倍、157
倍。后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
心接受委托出具《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报告》，认定上述违法行为对所
在区域土壤和浅层地下水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污染清除费用、损害恢复
费用及事务性费用共计256万余元。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弭某某、王某甲及王某乙违反
国家法律规定，处置和排放有毒物
质，严重污染环境，已构成污染环境
罪。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具体参与
程度、实施的犯罪行为、认罪悔罪态
度等情节，分别判处弭某某有期徒
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
王某甲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

罚金45万元；王某乙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45万元。天津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本案是我市首例由环境资源审判专

门团队审理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对环境
资源案件刑事、民事“二合一”归口审理模
式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于推进我市环境资
源审判专业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本案
中，被告人非法处置的废旧电瓶，在《国家
危险废物名录》中属铅酸蓄电池，位列49
类危险废物之一，废旧铅酸蓄电池中的电
解液不仅含有腐蚀性硫酸，而且含有汞、
铅等多种重金属，非法处置废旧蓄电池和
排放废电解液，不仅会对水体、土壤造成
严重污染，也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本
案被告人无视生态环境安全，为了经济利
益非法处置废旧电瓶，对环境造成严重污
染，人民法院对所有被告人均依法判处了
实刑，同时对被告人依法判处较大数额的
罚金，让污染环境者付出了高昂代价，体现
了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司法政策
导向。本案的审理和判决，警示广大生产
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也
要注重保障生态环境价值，努力达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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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胎时代兄弟姐妹间的法律义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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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服务中心
居民们的乐园

乡村走笔

■本报记者 王音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实习生 张宝禧

战高温高湿 保菜篮子丰盈
——武清区帮助园区搞好蔬菜生产全力保市场供应

为确保市场
供应，让市民每天
都吃上新鲜优质
蔬菜，作为我市蔬
菜主产区的武清
区，下大气力积极
扶持蔬菜专业合
作社改善种植条
件，扩大越夏蔬菜
种植面积，选择抗
高温良种。

高温高湿天气，给蔬菜生长带来不利影
响。武清区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蔬菜生产第
一线，走进大棚温室手把手教菜农排积水、防虫
害、巧施肥、快采摘、育好苗、多移栽，效果良好，
每天都有大量优质蔬菜销往京津两大都市，确
保了市民菜篮子丰盈。

建高标准智能温室
越夏蔬菜长势良好

8月6日，记者来到武清区粜粮务村的“天
民田园”蔬菜基地，菜农们晒红的脸上绽放着笑
容，他们正把一筐筐黄瓜、茄子、辣椒和番茄装
车外运，销往市场，每天大约有3万公斤蔬菜销
往京津两地菜市场。
记者跟随园区技术员陈向涛走进一个温室

大棚，只见满棚的口感番茄叶绿果红，长势喜
人，吃一颗红玛瑙般的果实，脆甜可口。陈向涛
告诉记者，这个番茄温室大棚面积1.5亩左右，
目前正处于采收期。虽然正处于高温高湿季
节，但由于种植的是耐高温品种，能抵御35摄
氏度的高温，所以并没有受到天气影响。记者
看到，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温室大棚顶端通
风，四周也通风，地上铺有滴灌等设施，精准浇
灌，避免高湿。
陈向涛介绍，高温高湿天气，蔬菜容易出现

疯秧状态，他们特意把番茄秧的高度都控制在
1.5米以下，目的就是严防长得太高，吸收过多
养分，影响果实生长。另外，及时喷洒叶面肥，
确保番茄养分所需。
记者跟随陈向涛来到园区东北部的一大片

现代化智能温室基地，室外30多摄氏度高温，
而智能温室内温度却没有那么高。陈向涛仰头
指着屋顶说，这里面有一层遮阳装置，可以阻挡
阳光直接照射，降低温度。另外，如果温室大棚
内温度过高，还可以开启空调、水帘等设施降
温。由于有这样完善的降温设施，促使这里种
植的番茄、黄瓜等生长良好。
园区负责人刘天民告诉记者，为确保蔬菜

正常生长，区政府提供了400万元资金，帮助兴
建了4万平方米的智能温室大棚，夏天可以战
胜高温，冬季可以抵御严寒，确保一年四季瓜果
飘香，满足市民菜篮子需求。

指导菜农雨后管理
立足抗灾力夺丰收

前段时间，武清区连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一些
菜田进水，给蔬菜生长带来很大影响。为了帮助
菜农搞好蔬菜生长，武清区农业服务中心蔬菜技
术推广站技术人员，冒着高温深入该区重点蔬菜
基地进行生产指导。

在南蔡村镇一芳田农庄蔬菜园区的露地菜田
里，豆角、茄子长势良好，吸引了很多采摘客人。
园区负责人介绍，他们这里种植了很多名特优新
品种，采用绿色有机生态方式生产，深受欢迎。今
年强降雨给农庄带来了不利影响，一些露地菜田

出现内涝，但由于及时得到了区农技专家的指导，
蔬菜生长恢复良好。
记者看到，在一块露天菜田里，区蔬菜技术推

广站专家肖建中和杨国宁正在指导菜农们一边锄
划土层，一边喷施叶面肥。一位菜农介绍，今年多
次出现强降雨，导致菜田进水，辣椒、豆角、茄子受
到影响，其中辣椒受影响最重。正在他们很着急
的时候，两位蔬菜专家前来指导，帮助他们及时应
对、科学处理，效果很好。
肖建中介绍，高温季节，菜田最怕长时间被雨

水浸泡，如果不及时排水，一天内就会导致蔬菜枯
萎、死亡。为此，他们提前跟气象部门无缝对接，
随时掌握天气情况，并在降雨前通过手机短信给
重点园区负责人推送天气预报和具体指导意见，
促使很多园区提前开沟挖渠，联系水务人员疏通
河道，确保菜田不进水。在河北屯镇、大良镇、河

西务镇、下武旗镇，很多蔬菜园区都得到了区农技
人员的科学指导。

杨国宁告诉记者，对于一些由于地势低洼、排
水不畅的菜园，他们想方设法帮助菜农排水，然后
指导菜农迅速给温室大棚防风、除湿，防止病虫害
发生。对于生长较弱的菜田指导菜农及时喷洒叶
面肥，补充肥力，促使菜苗加快生长。对于一些受
害严重的菜田，指导菜农及时改种速生叶类蔬菜，
包括小白菜、菠菜等，减少损失，满足市场需求。

引进选育优质菜苗
精心搞好换茬生产

在武清区高村镇的“北国之春”大型蔬菜园
区，有一家深受菜农们喜欢的育苗场——兴有育
苗公司，这里选育的菜苗品种好，苗壮苗齐，前来
选购菜苗的菜农络绎不绝。

在育苗车间，这里有先进的育苗床，上面摆放
着碧绿的菜苗，员工们正在给菜苗喷水。负责人
郑学伟介绍，现在正是蔬菜换茬的关键时节，夏天
露天蔬菜这一茬即将拉秧，需要栽种秋天蔬菜，如
果不能及时提供菜苗，就会影响秋季生产。为此，
在区蔬菜技术推广站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提高了
育苗车间的硬件和软件，扩大了育苗规模，提高了
育苗质量，还引进了一大批蔬菜新品种，其中有西
蓝花等，很受菜农们的欢迎。截至目前，已经选育
500多万株优质菜苗，为当地菜农换茬栽种秋菜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走进河北屯镇君健蔬菜园区，负责人马云鹏正

带领菜农们移栽菜苗，其中有黄瓜、番茄、茄子、辣
椒等。马云鹏介绍，现在天气炎热，还随时有分散
性降雨，给菜苗移栽和生长带来诸多困难，但是在
区农技人员大力帮助下，菜苗移栽进展顺利。
在一个温室大棚内，菜农们正在平整菜田，准

备直接种植萝卜。马云鹏高兴地说，过去种萝卜
都是简单撒种，但浪费种子、增加了成本，效果还
不好。区蔬菜技术推广站专家及时给我们送来了
萝卜和其他蔬菜线播技术，这种技术效果特别好，
不但节省了种子，还确保了萝卜苗出得很整齐，对
于后来田间管理特别有用。
杨国宁介绍，线播播种技术，就是将蔬菜种子

按照预先设定的株距将种子包裹在种子带中，通
过人工或者机械将种子带播种到地里，每亩节省
很多种子，可节省大约200多元的费用。另外，线
播深度达到1至2厘米左右，确保出苗效果好，目
前正在武清区全面推广。区里全力帮助菜农搞好
蔬菜生产，确保全年给京津两地提供大量优质蔬
菜，满足市民菜篮子需求。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本关
于运动的书，叫做《运动真美妙》。大家
最近是不是都在看奥运会呀？告诉老
师，你们都爱看哪个比赛项目呢？”上周
末，一场别开生面的少儿读书分享会在
北辰区党群服务中心的阅读共享空间举
行。来参加读书会的孩子和家长们都是
住在周边的社区居民。今年暑期，新建
成并对外免费开放的北辰区党群服务中
心，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暑假休
闲学习、娱乐的好去处。

走进4000平方米的北辰区党群服
务中心，一层的“百年北辰”主题展馆每
周都会吸引各镇街、社区党员干部和普
通群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历史与现实
映照、故事与实物交融、图片与影音融合
等形式，展示了党的百年历史和北辰经
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参观完主题展馆，沿着电梯步入三
楼活动中心，这里便是最受居民欢迎的
休闲娱乐天地。一进门便可以闻到四溢
的咖啡香气。美式咖啡5元、拿铁咖啡6
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每笔消费中都会
有一部分捐给对口支援地区的困难学
生，让顾客在享受美味的同时，献出一份
爱心。

活动中心里，阅读共享书架上的上
万册图书供读者免费阅览。这其中，既
有老年人喜爱的养生保健书，也有适合
年轻人职场“充电”的书籍，还有宝爸、宝
妈们关注的育儿知识。家长们在阅读享
受片刻轻松，孩子们则在儿童娱乐区拼
插积木、搭建“沙土城堡”。除此之外，活
动中心还设有书画室、舞蹈排练室、体感
互动区、智能互动区等，红色影院每天免
费循环播放的电影更是吸引了很多人慕
名前来。

家住朝阳楼社区的居民谭女士带着
孙子、孙女来这边玩儿了一下午，直夸这
里的环境好：“从家里走路过来不到五分
钟，这里面又凉快又干净，还有很多小孩
儿参加活动。到这里来，让我们老人带
孩子方便多了！”
“中心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开放，

居民关注公众号就能查到每天的影讯，也
可以预约书法、舞蹈、健康义诊等主题活
动。我们还建了微信群，随时更新活动信
息。群里已经加了300多人。现在平均每
天两个活动，周六、日再多一些，以后我们
还会针对特定人群开展更多系列活动。”
北辰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魏兆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