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赵志疆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生老病死、

衣食住行都与民法息息相关。作为“社

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保障民事权利

的宣言书”，民法典的内容几乎涵盖所

有民事活动。

高 空 抛 物 怎 么 破 、离 婚 纠 纷 怎 么

解、个人信息泄露怎么治……公众关注

的每个热点、难点和痛点，几乎都能在

民法典中找到解决办法。居住权怎么

保障、人格权怎么维护、侵权责任怎么

追究……几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民

法典中找到法律依据。民法典实施一

年来，我省各地法院适用民法典审理了

一批案件，在民法典“慈母般”的关怀

中，公民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法 治 的 精 髓 是 限 制 权 力 、保 障 权

利，由此，既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也要为权利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以

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为立法

宗旨，以严格监督权力、充分保障权利

为表现形式，民法典不仅为规范民事

活动、保障民事权利提供了依据，而且

契合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旨在调节社会关

系的民事法律也需要与时俱进。民法典

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在法律实践

中“提取公因式”，在集思广益中寻求“最

大公约数”。以良法善治引领公共生活，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法治社会的参与

者、推动者和实践者。3

良法善治保障民生福祉

短评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民法典正式实施以来，在我省法院
系统落地情况如何？人民法院在审判
工作中如何依据民法典维护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郑
州、洛阳等地法院进行了采访。

一个案例胜过一沓文件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民法典施
行一年来，我省各地人民法院适用民法
典审理了一批案件，通过这些典型案例
的裁判，那些反映时代发展、回应民生
关切的法律条文，从纸上法典走进日常
生活，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民法典的
重要意义。

朱某与李某 2013 年登记结婚，婚
后因生活琐事多次发生矛盾，双方自
2019 年开始分居。2020 年 6月，朱某
以夫妻关系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
法院判决驳回离婚请求。今年 10月，
朱某再次提起离婚诉讼，这一次得到了
法院的支持。

该案承办人、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法官孙志富说，民法典施行前，
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双方感情破裂的
初次离婚案件中，法院本着维护家庭稳
定的原则，一般都是“劝和不劝离”。民
法典施行后，依据新的法律规定，夫妻
双方持续分居满一年再次起诉离婚的，
可以认定双方感情破裂，准予离婚。“民
法典在一些具体法律规定上的变化，更
贴近国情和民生，更能全方位保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也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
有力依据。”孙志富说。

执法者唱好“普法大戏”

为了让民法典逐渐深入人心，营造
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人
民法院在法庭外也下足了功夫。

为提高干警运用民法典化解民事纠
纷的能力水平，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
织集中收看民法典辅导讲座20余场，各
审判庭结合工作职责定期召开专业法官
会议，研讨民法典施行后的新旧法律和
司法解释衔接适用等问题，不断提高民
事司法能力水平和审判质效，为依法妥
善审理各类民事案件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结合典型案例或生活事例，采
取‘巡回审判’‘以案说法’‘模拟法庭’等
方式广泛宣传民法典，审理结束后，由法
官进行现场释法答疑，真正做到谁执法
谁普法。”郑州市中院相关负责人说。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个明星叫
“洛小法”，以它为品牌的系列普法栏
目，深受群众喜爱，在网络上吸引了大
量粉丝。

据洛阳市中院宣教处负责人韩莹
莹介绍，系列普法短视频由干警自编、
自导、自演，“节目内容选取了跟老百姓
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用轻喜剧的方式
对枯燥的法律知识进行演绎，达到了寓
教于乐的效果”。

结合“法律七进”活动，郑州、洛阳
等地法院还广泛开展义务普法讲座，利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世界知识产权
日”等节点开展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在
社区、广场设置专门展板、横幅，发放民
法典宣传册，让这部“宝典”走到群众身
边、走进群众心里。③9

庭内庭外护航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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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标志性成果
之一，也是新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一年来，我国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
界乃至全社会聚焦民法典的立法重点、
创新点，多维度、全景式展开法律实践、
法治宣传，让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式的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

律，从“庙堂”飞入“寻常百姓家”。
民法典能够广泛、

有效实施，诠释着“以
人民为中心”的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也彰显着法的生
命力来源于人民。

立法层面上，民法典编纂过程秉承
开门立法的宗旨，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对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
新期待；编纂体例方面，“人格权”单独成
编，体现了物质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的
同等保护理念。

司法适用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全面
完成以往司法解释清理，修改、新增司
法解释 100多个，为民法典落地打通了
从立法到审判的“最后一公里”。

回顾这一年，有许多典型案件进入
大众视野，比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自甘风险”条款首例民事案件、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高空抛
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保理合同纠纷案等，各级
审判机关将民法典的条文写入判决书，
为人民群众的合法民事权益提供坚实
有效保护的同时，也提升了大家的法律
素养、法治意识。③6

（本报记者 周晓荷 整理）

“一典出，九法废。”民法典的实施，
对律师行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我也迎来了期
盼已久的“法典时代”。对律师来说，这
一年最重的任务之一就是学习民法典
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民法典增加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许
多新规定，如自甘风险、离婚冷静期、居
住权等，而且成体系，可操作性更强，这
对律师提高业务水平、拓展新型业务、
更好服务社会来说机遇难得。我们律
所刚办结的一个案子就非常典型——

郑州某中职学校的学生小 A 和大
A 自愿参加班集体组织的掰手腕活动
演练，结果小 A左肱骨骨折，其家长将
大 A、学校及校方投保的“某保险公司
校方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
庭。

根据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法院

判决，原告受伤系自身体质差异未能适
应掰手腕游戏中“对抗性”行为造成的，
为意外受伤，因而小 A、大 A和校方均
无过错，由保险公司承担无过失责任险
相关责任，赔偿原告损失。

在以往，法院一般运用公平责任原
则裁判此类纠纷，或者双方各打五十大
板，或者各相关方责任均沾，这会挫伤
活动组织者的积极性，不利于对抗性文
体活动的开展，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解
除了这种顾虑。

但风险自担可能导致参与者积极
性不高，如家长或许会让孩子少参加校
内外文体活动。如何解决这一新问
题？这一案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通
过引入社会保险作为救济手段，在学校
及其他活动中推广普及，有利于真正将
自甘风险原则有效落实。③7

（本报记者 徐东坡 整理）

“各位乘客，摆放在您座位前边的是
民法典宣传小册子。这是一部利国利民
的好法典，大家可以翻看一下……”最近
这个月我经常对车上乘客这样说。

2021 年 12 月 3日，三门峡市委宣
传部、市司法局、市公交公司等单位联
合举行了“宪法号”和“民法典号”的发
车仪式。我所在的迎宾一号公交线路
幸运地被选为宣传推介民法典的公交
线路，我驾驶的这辆公交车也被冠以

“民法典号”的美名。当天，这条线路共
有 10辆车成为“民法典号”，车身内外
印上宣传漫画和民法典的小知识，成了
城市中流动的宣传海报。

这条公交线路的站点是从三门峡
站到三门峡南站，途经道路多为主干
道，宣传效果不仅可以覆盖本地人，还
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来三门峡旅游的

外地游客。我告诉自己要有所作为，要
为宣传民法典出力。工作时，我会不定
时地引导乘客阅读宣传小册子、观看车
载电视播放的宣传短片。“这种漫画宣
传怪有意思”“原来，这些小事儿民法典
也都有规定”……听着大家的议论，我
宣传民法典的使命感更强了。

下班后我还会把这些小册子分发
给邻居、家人、朋友，告诉他们：“没事多
翻翻，里面有很多和咱老百姓相关的
法律知识，以后再遇到麻烦事儿，就可
以参照解决啦！”

其实，在成为“民法典号”的司机之
前，我对民法典了解也不是很多。现在
随着耳濡目染，我有一种踏实感：原来，
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矛盾纠纷，从民法典
中都能找到解决之道。③9

（本报记者 王斌 整理）

还记得今年年初，我在新闻上看到
民法典正式施行的消息，当时并没有什
么特别的感觉。几个月后的一场官司，
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企业遵守这部“宝典”
依法依规发展经营的重要性。

2017年 6月和 2018年 10月，我和
一家建筑企业的负责人陈某签订了两
份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由我们企业向陈
某公司负责施工的工地出租建筑设备，
并约定租金每月结算一次。随后，我们
公司如约履行了合同，但是陈某一直找
各种借口不按时付款，几年合作下来，总
共欠下了 24万元的租金。今年 4月 1
日，我把陈某起诉到了魏都区人民法院，
要求他偿还租金并赔偿违约金。

考虑到两家企业的合作关系，在案
件承办法官海明才的主持下，我们进行
了多次调解，但因为双方意见分歧较

大，一直没能达成调解协议。5 月 21
日，法院按照民法典规定，依法作出一
审判决，判令陈某支付租金 24万元、违
约金 7万多元。陈某提起上诉后，二审
维持了原判。判决生效后，陈某很快就
将所欠款项付清了。

拿到欠款，我对民法典对合法权益
的保护有了切身体会。今年 6月，我和
妻子还专门定制了一面写着“法律是
天、百姓是地，天地之间有正气”的锦
旗，送给办案法官。

通过不断学习，我对民法典有了更
多了解。民法典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
企业的“守护神”。如今，我也成了一名
民法典义务宣讲员，经常用我的亲身经
历向更多人普及民法典知识。③5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整理）

做好民法典的宣传员

“典”亮企业法治路

法典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法的生命力来源于人民

滴相伴这一年典 □三门峡市公交车司机 刘梅

□许昌市魏都区某民营企业负责人 宁晓涛

□河南某律师事务所 韩富敏

□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古瑞华

市民说

企业说

律师说

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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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 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一周年。

一年来，这部被称为“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的法律对人民群众的生

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在司法机关

执行情况如何？法律专家对民法

典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哪些意见和

建议？本报记者采访了我省法律

界人士和群众代表，聊一聊他们眼

中的民法典。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