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滨海新区塘沽广州道小学从

营造育人环境、丰富活动载体、发挥课堂

作用、拓展社区活动等方面，由课内到课

外、由校内到校外打造文明校园创建链

条，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

广州道小学以“爱心”教育为出发点，

突出学校品牌教育特色，将创建活动从校

内延伸到校外，融合到家庭、社区，形成教

育合力。学校与新园里社区、文安里社区

等建立合作，党员教师带领学生到社区开

展“每月一讲”活动，通过“钱奶奶家庭学

堂”“阳光家园”开展爱心公益志愿服务活

动。六年级四班学生刘佳琳说：“通过在

学校和社区参加文明活动，我感受到我们

应该热爱劳动、热心公益，积极为社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广州道小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广

州道小学将特色“爱心”教育与文明校园

创建有机融合，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方面不断

丰富活动载体，开展了丰富多彩、扎实有

效的文明创建活动。学校充分发挥课堂

主渠道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延伸

到课堂，通过开展“清明缅怀先烈”“劳动

最光荣”“红领巾心向党”等系列主题活

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中健康

成长。学校还深入开展“文明礼仪伴我

行，做个文明广小人”主题实践活动，引导

学生养成文明习惯；开展“创建书香校园、

阅读丰富人生”等文明读书系列活动；通

过“家长上班会”系列活动，邀请家长代表

围绕诚信、垃圾分类等主题开展讲座，强

化家校合作。

“今后学校还会以社会、学校、家庭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小手拉

大手的教育作用，通过学校教育推动家

乡的文明创建工作。”广州道小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记者 岳立杰 戴枭翔

广州道小学

融合“爱心”教育 打造文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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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在身边

夫妻一方擅自出售共有房屋

另一方能否主张赔偿？
问题11

近日，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

育，增强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营造全社

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

氛围，滨海新区司法局新村司法所邀请

大有律师事务所徐艳律师在丹东里社

区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暑期法治教育

讲座。

讲座中，律师向社区未成年人及家

长宣讲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等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

的法律法规。通过图文并茂、以案说法

的形式，律师阐释了未成年人自身拥有

的各项权利，指导他们在合法权益受到

侵害时，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和采

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告诫未成年人

要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

为的引诱和侵害。讲座最后，律师向家

长们强调了家庭保护的重要性，呼吁家

长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为孩子成长创造

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

本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未成年人学

法、守法、懂法、用法的能力，也使家长认

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为保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

新村司法所组织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暑期法治教育讲座

“普法课堂”护航未成年人成长

田律师解释说，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中其实作

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

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

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

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3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

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另外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25条规定，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民法典第 1062 条规定的“其

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

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

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

取得的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根据婚姻家庭编

司法解释第 27 条规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

产购买的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

同财产。

由此可见，佟先生自己经营公司产生的收益理应被认

定为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问题33

未经同意妻子终止妊娠
丈夫能要求离婚吗？

市民佟先生经营了一家公
司，收入还不错，因此这几年他
就让妻子做了全职太太，专心
在家带孩子。夫妻有一个8岁
的女儿，这两年佟先生想再要
一个孩子，妻子却不太愿意。
后来，在佟先生的再三劝说下，
妻子勉强同意了。

佟先生的妻子怀孕两个月
的时候，她的娘家弟弟要结婚，
由于弟弟没钱买房，于是她便
瞒着佟先生通过中介将二人婚
后购买的一套房产进行转卖。
就在中介带客户看房的时候，
佟先生发现了这件事，夫妻也
因此大吵一架，没想到第二天
佟先生的妻子就去医院终止了
妊娠。

这让佟先生非常气愤，因此
他想问问，妻子未经他同意擅自
出售夫妻共有房屋，一旦房子卖
了他能否要求妻子赔偿？而妻
子未经他同意终止妊娠，他又
是否可以要求离婚呢？另外，
佟先生认为，公司是他自己一
手创办的，如果离婚，他想知道
公司产生的收益都会按照他们
夫妻的共同财产处理吗？

田律师说，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夫以妻擅自

终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

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民法典第1079条第3款第5项的规

定处理。

民法典第107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

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

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

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妻子未经丈夫同意终止妊娠

丈夫是否可以要求离婚？
问题22

普法进行时

天津敬科律师事务所的田野律师说，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

擅自出售夫妻共同所有房屋的，根据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27条规

定，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所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

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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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祭祀
这些问题需注意

日前，为传承文明新风，加强消防安全，净

化城市环境，滨海新区各街镇社区集中开展了

中元节文明祭祀宣传、劝导活动，严防不文明

祭祀行为。我们除了倡导文明绿色过中元节

外，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天津浩悟律师事

务所的曹志平律师为大家进行了解读。

随意焚烧摆放迷信用品要受罚

曹律师说，中元节前后违规焚烧迷信祭祀

用品不仅破坏环境，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对于

这种行为，《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作出

了明确规定：殡葬、祭扫活动应当摒弃陈规陋

习，抵制封建迷信。该条例也对焚烧迷信用品

作出了处罚规定。其中，第七十二条规定，在

殡葬、祭扫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

千元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处罚：（一）在公共区域摆放纸

牛、纸马等迷信用品，搭设灵棚，吹打念经，“送

路”的；（二）在道路、居民区和其他公共区域焚

烧纸牛、纸马、冥币等迷信用品或者花圈、花篮

等丧葬用品的。

违规销售祭祀用品也将受罚

曹律师说，每到中元节前后，滨海新区相关

部门都会组织工作人员针对辖区商超违规销售

封建迷信祭祀用品情况进行检查。一旦查到有

商户违规销售这类迷信用品，不仅仅是没收，其

还会受到相应处罚。因为《天津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第七十三条明确：制造、销售封建迷信

殡葬用品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予

以没收，并处制造、销售金额三倍的罚款。

不听劝阻 可从重处罚

曹律师说，针对不文明祭祀行为，根据《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规定，单位和个人

有权对不文明行为予以劝阻。另外，根据该规

定，不文明行为实施人对劝阻者进行辱骂、推

搡、威胁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对其不文

明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不文明行为实施人阻

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处理。实施不文明行为屡教不改的，依法

从重处罚；恶意连续或者多次实施不文明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规定，行政执法部门

对不文明行为作出处罚的，会按照规定将处罚

情况录入信用信息系统。有关部门和单位还

会按照有关规定对受到处罚的行为人采取联

合惩戒措施。

防晒衣销售火爆 各类防晒单品层出不穷

持续高温点燃新区“防晒经济” 时报讯（记者 周华婷）8月14日上午，滨

海新区公安局开展“警营开放日”活动，邀请警

属警宝们走进滨海新区公安局枪械训练中心，

零距离感受警营工作和警务活动，进一步活跃

警营文化生活，促进民辅警家属及子女对公安

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活动设置了装备展示、心理健康家庭辅

导、安全教育、实弹射击演练、水弹枪体验五个

环节。在装备展示区，狙击步枪、防暴枪、手枪

很快吸引了小朋友们的眼球。在安全教育环

节，教官通过现场模拟演示，教授孩子们防身

小技巧。

此次活动不仅充实了警宝们的暑期生活，

更让警属和警宝们感受到新区公安这个大家

庭的关怀和温暖。“从这次活动中我学到了如

何安全地保护自己，还看到了实弹射击，参观

了枪械装备，收获很大。我的父亲就是一名人

民警察，我感觉这个职业特别光荣、特别伟

大。”参加活动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

校八年级学生霍润博激动地说。

时报讯（记者 阮雪）日前，为加强未成年

人爱国主义教育，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充

实、有意义的暑假，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开

展“强国复兴有我”研学夏令营系列活动之“探

秘大沽口与文物对‘画’”实践写生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在讲解老师的带领下，

了解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

背后的故事、登临百年古战场，走近历史、感

受历史，通过参观博物馆、聆听先辈故事、分

享学习感悟等形式，追寻英烈足迹，深刻领

悟革命先烈抵御外侮、殊死抗争的精神。本

次活动还特别设计研学写生环节，让孩子们

通过“听、看、摸”多维度感受弥足珍贵的文

物遗迹的同时，动手创作一幅属于自己的绘

画作品。

“今后我们将积极开展更多形式新颖的研

学活动，进而培养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创新精

神。”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开展研学夏令营写生活动

警营开放日
警宝收获大

近日，滨城重启“桑拿模式”，持续出现高温高湿天气。为了应对炎炎夏日，
防晒装备成为居民出行的标配。在使用防晒霜、防晒喷雾等化学防晒产品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穿戴类防晒产品进行物理防晒，“全副捂装”抵
挡酷暑。记者日前走访滨城多家商超及专业卖场发现，多种防晒产品销量均有
明显增长，且主打“黑科技”的防晒单品层出不穷。

法治教育讲座现场法治教育讲座现场

市民正在选购防晒衣市民正在选购防晒衣

防晒衣销量大增防晒衣销量大增

记者在某社交分享平台上浏览发现，

防晒相关分享已达到400多万条，相较两

个月前增加70多万条，防晒相关产品累计

销量超过10万。淘宝直播防晒报告显示，

中国消费者对穿戴类防晒产品的消费力、

消费频次均有提升，消费水平开始追赶护

肤单品，不少防晒服月销量已逾10万件。

滨城的线下销售情况或可为这样的

趋势提供注脚。记者来到位于万达广场

（滨海店）的一家户外运动用品专卖店，店

长李建波告诉记者，最近是出行季，户外

类产品十分受消费者欢迎，防晒衣、冰袖

等防晒产品较上月有了百分之十几的增

长。“平时会涂一些防晒霜，最近几天特别

热，所以来看看防晒衣，希望通过物理防

晒取得更好的防晒效果。”前来购买防晒

衣的常女士说道。

在位于经开区的金元宝滨海国际购

物中心（以下简称“金元宝国际”），防晒衣

的销售同样火爆。“最近防晒衣销量很高，

每天都能卖出几十件。”一楼中庭防晒衣

促销区域的导购刘丽丽向记者介绍。记

者在走访该商场多家运动服饰门店后发

现，不少防晒衣都在防晒功能的基础上增

加了“黑科技”面料和时尚的设计元素，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眼球，如某种新品防晒

衣不仅可以有效阻隔97.5%紫外线，还添

加了胶原蛋白成分。

防晒单品火热出圈防晒单品火热出圈

除传统防晒衣以外，遮阳伞、墨镜、面

罩等防晒单品同样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

睐，从头到眼睛、从手臂到脖子，帮消费者

“武装”到每一寸皮肤。

在金元宝国际二楼的一处防晒用品

专柜，贝壳遮阳帽、尼龙材质的墨镜、蕾丝

冰袖等防晒单品琳琅满目。导购陈雪茹

告诉记者，随着气温升高，冰袖、遮阳伞、

遮阳帽的销量明显增加，主打“黑科技”概

念的单品特别引人注意，如双层设计的新

品“口袋伞”，里边是一层“黑科技”布料，

外面又做了一层非常美观的雨伞布，兼顾

防晒和美观效果。

此外，针对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新需

求，厂家为消费者适时推出了适合骑行时

佩戴的脖套。一位导购告诉记者，防晒脖

套不仅有UPF50+的防晒指数，还能进行

两到三度的物理降温，可在防止皮肤晒伤

的同时起到防风防沙的作用。

在位于经开区的一家综合性体育用

品专卖店，配有可拆卸面罩和围挡的防晒

帽，可以降温的冰丝防晒面罩，针对日常

通勤、户外徒步、冲浪、钓鱼等细分场景的

防晒衣……各类防晒单品都受到消费者

的欢迎。

如何挑选防晒用品如何挑选防晒用品

炎炎夏日暑气重，应该如何应对“烤

验”？北京大学滨海医院生态城医院皮肤科

主任王丽梅建议，首先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在

烈日下或温度较高的环境中活动，外出选

用防晒衣、冰袖等物理防晒用品效果最佳。

那么，面对市面上花样百出的防晒

衣，消费者应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防晒衣

呢？王丽梅建议，首先要注重看紫外线防

护系数，即UPF和T(UVA)AV，UPF数值

越大，防紫外线效果越好。根据《纺织物

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UPF40以上的防

晒衣才算合格，在防晒衣吊牌、官网提供

的产品检测报告上，会标注防晒衣的

UPF和T(UVA)AV，想要达到一个好的防

晒效果，可以选择 UPF 值 40+、50+的防

晒衣。另外，透气性也很关键。好的防晒

衣面料能够将汗水从皮肤迅速导入织物

表面，并让衣服保持干燥；若是透气性不

好，可能闷着汗导致皮肤发炎过敏。

王丽梅还建议，如果是选用防晒霜，

则需选择SPF指数30+及以上较适宜，出

门时间较长的情况下，需注意在两小时之

后进行补涂。 记者 张伯妍 周明健
孟广润 李昊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