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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青少年扬帆起航的法治保障
购书
大通道

应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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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53705
联系人：刘先生、龚先生

《民法典让青少年有
“德”
》，
张力/主编，
定价：
20.00 元
《民法典让青少年有
“智”
》，
张力/主编，
定价：
28.00 元
《民法典让青少年有
“力量”
》，
张力/主编，
定价：
28.60 元
新中国第一部以
“法典”
命名的法
争吵，小迪一生气就动手打了同伴，造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 2020
成同伴受伤住院。同伴的父母要求小
年 5 月 28 日正式颁布，2021 年 1 月 1
迪的父母承担医药费等，而小迪的父
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民法典的颁布适
母以自己不在家为由拒绝承担。小迪
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
的父母可以拒绝承担吗？根据民法典
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
第 22 条和第 1189 条的规定，小迪的
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新时代我国法治
父母显然是要承担责任的。青少年是
建设的重大成果。
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开展青少年
民 法 典 由 7 编 加 附 则 共 84 章
法治教育至关重要。而青少年民法典
1260 个条文构成，有 14 万字之多，相
教育应通过家庭培养、学校引导、社会
当于一部长篇小说。很多人会说，这
宣传“三位一体”的实施机制落地生
么“大部头”的法律看起来太累了，还
根。西师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民法
是交给专业人士吧！可是，这部法典
典教育丛书”
旨在为青少年答疑解惑，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说一个
指点迷津，让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民法
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被民法典所保护，
典，了解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规定，
不然怎么称得上“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更好地成长成才。
书”
呢？民法典的内容丰富，包含民事
丛 书 包 括《民 法 典 让 青 少 年 有
主体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 “德”
》
《民法典让青少年有
“智”
》和《民
诚信原则、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绿
法典让青少年有
“力量”
》，通过梳理民
色原则，在原有法律制度上增加了见
法典中有关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相关内
义勇为免责制度、英烈保护制度、个人
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
信息保护制度、收养评估制度等，真正
过趣味性、实践性案例深入浅出地介
实现了多方位、多层次地保障公民的
绍青少年民事“权利束”，妙趣横生地
民事权益。
分析主播打赏、霸王条款、信息泄露、
2020 年 12 月 7 日，中共中央印发
姓氏选择、亲子认定等社会热点问题，
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
系统介绍青少年参与民事生活的权利
2025 年）》，该纲要明确指出，要“广泛
表现、基本方法和维权途径。书中还
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让民法典走到
极具特色地杂糅历史学、社会学等其
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要
“加强青
他学科知识，融入《论语》
《弟子规》等
少年法治教育，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
传统文化精髓，力求实现“有德”
“有
教育大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
智”
“有力量”
的育人效果。
体系”
。民法典颁布后，国家也强调要
培养青少年
“有德”
。民法典所记
“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可见加
载的为人处世之道主要体现在几大民
强民法典普法工作是推动全社会增强
法基本原则：意思自治者，有选择自
法治观念的重要环节。
由，更要为自己的选择后果负责，方可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小迪的父母
证明其成年、自立；诚实守信者，创造
因工作长期不在家，一次小迪在与同
放心不欺的交往（交易）环境，才可以
伴玩耍过程中，与同伴抢玩具发生了
有“朋友圈”；公平者，中庸容让，体恤

弱小，舍得让利，促进长远共赢；公序
良俗者，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保持公
心，
尊重传统。
培养青少年
“有智”
。民法典集中
记载了许多待人接物的基本法律技
巧。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避害之术不
可无。通过了解民事权利使青少年知
分寸，了解自身利益之所在，了解其与
他人及公共利益的边界；通过了解民
事合同使青少年知进退，了解生活中
常用的合同，并防范合同欺诈；
通过了
解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使青少年知团
结，初步了解未来经商的基本组织与
运营智慧。
培养青少年
“有力量”
。此力量并
非孔武之力，而是能自觉寻找法律之
力维护自己、家人与他人的合法权益，
掌握安身立命之法律手段。具体而
言，了解各种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保护
救济方式，了解被违约以后的基本救
济路径，了解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
下救自身与他人于恶行（正当防卫）、
助自身与他人于水火（紧急避险与其
他救助行为）的法律方法，了解对未成

年人负有直接保护职责的机关与其组
织职能等。
丛书主编张力是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是“西南政法大学民
法典宣讲团”的核心成员之一。该宣
讲团采取线下讲座、线上公开课、情景
剧、法规清理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民
法典知识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
学校、进企业、进网络，旨在发挥学校
服务国家、服务社会功能，宣传好民法
典，积极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赞誉，获评第三届
“重庆市十大法
治人物·特别奖”
。
丛书编写者充分汲取了相关普法
宣传的有益经验，精心编写了这套
“培
养青少年为人处世的
‘有德’
之道、
待人
接物的
‘有智’
之法、
安身立命的
‘力量’
之术”
的丛书，希望为培育青少年在家
庭、学校、社会等特定环境中的守法意
识、
权利意识、
规则意识，
引导青少年的
行为模式和处世原则，
全方位涵养青少
年思想道德素质贡献一些力量，
为青少
年介绍扬帆起航的法治保障。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新书
《脱贫攻坚手记》
姚元和/著
《玩家》
（长篇小说）
万启福/著
《巴渝诗话》
蓝锡麟/著
《应用写作》
袁智忠、
邓翠菊/编著
《文说非遗》
刘德奉/主编
《花开北碚山水间》
蒋登科、
周洪玲/主编
《赢在沟通——家校合作的成功智慧》
苏伟仲、
庞蕴馨、
陈玉香/著
《新媒介视觉语言论》
赵战/著

全景记录有史以来的二十余场自然灾害
近日《改变人类历史的自然灾害》
热带风暴、海地地震、东非旱灾、飓风
出版。该书通过百余幅珍贵的新闻纪 “厄玛”
、
加利福尼亚森林大火等。同时
实图片，结合目击者的回忆与专家的
本书还以图表的形式收录了每一场自
观点解析，带领读者重回改变人类历
然灾害发生的简况，
具体包括灾害发生
史的自然灾害现场，深度透视人类有
的时间、
地点、
具体伤亡人数等，
供读者
史以来所遭受的重大自然灾害，共同
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自然灾害本身及
见证在灾害面前，人类社会是如何齐
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心协力勇敢应对。
在书中，
作者通过生动流畅的笔触，
自远古以来，
自然灾害就一直威胁着
全方位、
多角度为读者详细讲述每一次
人类的安全与生存。飓风、
地震、
海啸和
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带领读者
流行病都对人们造成过毁灭性的影响。
亲临自然灾害现场。地震发生前有何预
作为一本
“灾害数据库”
和
“灾害回
兆？疾病流行的症状以及人们当时的认
忆录”，
《改变人类历史的自然灾害》重
识和心理是怎样的？火山爆发和旱灾发
点梳理了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二十
生到底影响和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灾
余场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重大灾害，
害发生后人们如何看待和进行灾后恢复
从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毁灭到中世
……所有这些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纪黑死病的流行，以及 20 世纪以来陆
除此之外，
本书还特别邀请曾经参与灾
续发生的旧金山地震、西班牙流感、日
害救援的专家为读者回忆灾害现场，
解
本关东大地震、
“博拉”旋风、唐山大地
读灾害援助的具体措施以及灾后重建恢
震、
圣海伦斯火山爆发、
欧洲热浪、
印度
复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洋海啸、克什米尔大地震、
“纳尔吉斯”
作为一部自然灾害的科普作品，
《改变人类历史的自然灾害》 [英]乔恩·怀特/编著

张顺生 朱敬/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定价：
79.00 元
定价：
68.00 元
定价：
68.00 元
定价：
68.00 元
定价：
39.00 元
定价：
58.00 元
定价：
28.00 元
定价：
69.00 元

申广渝

《改变人类历史的自然灾害》既不同于
学术文献对自然灾害专业但略显晦涩
的解读，也不同于其他图书浅尝辄止
地科普：本书通过对二十余场影响人
类发展进程的自然灾害的重点梳理与
回顾，搭配大量灾害现场、救援、重建
的新闻纪实图片，灾害的数据，目击
者、救援者、专家的相关回忆及著述，
带领读者真实走近人类所遭受过的灾
害，在帮助读者客观认识自然灾害发
生原因、过程及影响的同时也启发读
者面对自然灾害时应该如何应对。
究竟是自然灾害改变了人类，还
是人类改变了自然？自然灾害是全球
之殇，不只关乎一国一民，全体人类社
会作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都身
在其中。面对不能承受的自然的愤怒
之重，灾害仍在发生，我们该怎么办？
或许只有科学地认识自然灾害发生的
原因，探索其发生的规律，人类才能够
减轻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2020 年 12 月出版 定价:62.00 元

主编 胡万俊 责编 陈广庆 陈志刚 视觉 张超 图编 张路 责校 刘玛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