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非婚生子女”话题频频被推上热搜，但是仍有很

多群众并不了解什么是“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在当

下社会环境和普遍价值观中是否同样会得到社会认可和尊

重、其权益是否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今天就由吉林大华

铭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为大家普及一下我国《民法典》中

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法律知识。

“非婚生子女”的概念

在我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并未对非婚生子女

的概念予以明确规定。按照通常理解，非婚生子女是指没

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现实生活中主要有以下几

种情况：一是未婚男女所生的子女；二是已婚男女与第三人

所生子女；三是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所生子

女。

在我国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
怎样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71条第一款规定，非婚生子

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

以危害和歧视。也就是说，法律赋予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

女相同的法律地位。

非婚生子女和父母之间也存在血缘关系，造成非婚生

的原因在于父母，不应由子女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

《民法典》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和父母的其他近亲属

之间，如与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均享有与婚生

子女同等的权利。与此同时，《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危害或歧视非婚生子女，将原《婚姻法》中的“任何

人”调整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强调有关组织和单位亦应

尊重和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给非婚生子女提供健

康的成长环境。

非婚生子女可以落户口吗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

意见》规定，“非婚生育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

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居民户口簿、结婚证或

者非婚生育说明，按照随父随母落户自愿政策，申请办理户

口。其中，申请随父落户的需一并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

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

因此，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样享有落户权利，可

以享受落户、上户口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非婚生子女

上户口时，除了需要提供出生证明外，部分地区还需要履

行进行身份公证或者亲子鉴定等程序，具体程序和要求各

地区有所不同。此外，在需要生育证的地区，非婚生子女

的生父母要先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计生办缴纳一定数额

的社会抚养费，之后才可以凭计生部门开具出的证明到公

安机关上户口。

非婚生子女可以随母姓吗

非婚生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在非婚生子女

无认知能力时，其姓名由其生父母确定；当非婚生子女有认

知能力时，自己可以做出选择。

如何确认非婚生子女的关系？男女双方在没有结婚的

情况下，仅依据二人的声明就能认定孩子的父亲吗？

一般而言，根据分娩的事实，可以确定非婚生子女的生

母，但由于生母和生父之间缺乏合法的婚姻关系，生父的身

份往往有待确定。我国《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了亲子关系

的确认制度。该条款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

由的，父或者母可以起诉请求确认或否认亲子关系；成年子

女可以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实践中，仅依据孩子父母的声明不足以认定亲子关

系，亲子关系的确认应当提供亲子鉴定报告等可以证明

血缘关系存在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

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

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一方的主张成立。因此，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亲子

鉴定且提出了必要的证据证明亲子关系存在，但另一方

拒绝做亲子鉴定又没有相反证据，则可以综合全案证据

推定亲子关系存在。亲子关系得到确认的，子女可诉请

生父或生母承担抚养义务，未成年子女可追索自出生之

日起的抚养费。

非婚生子女在抚养方面的权利保
障有哪些？不直接抚养的一方要不要
出抚养费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71条第二款规定，不直接抚

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

利义务是基于亲子关系产生，不论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

女，父母都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的规定，未成年子女和不能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有权向父母请求抚养费。我国法律对“不能

独立生活”有明确的认定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

十一条之规定，“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只有两种情形，

一是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二是

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

生活的成年子女。

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方面的权利有哪些

《民法典》继承编第1127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第

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

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根据上述规定，非婚生子女与

婚生子女都是独立的继承主体，对于父母的遗产享有同等

的继承权。但是，如果父母立有遗嘱，则应根据实际情况，

尊重立遗嘱人对遗产的安排。

非婚生子女有哪些义务

有权利必然有义务，权利与义务一定是对等的，因此

我国法律既赋予了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保护，也规定了其应

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与婚生子女一样，非婚生子女成年后

也有对父母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这一义务不因父母婚姻

关系的变化而终止。有负担能力的非婚生子女，对于子女

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亦有赡养的义

务。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069条的规定，非婚生子女亦

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离婚、再婚以及

婚后的生活。

关于非婚生子女现象的一些思考
和建议

我国法律对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一视同仁，赋予非

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权利与地位，但并不意味

着法律鼓励、提倡未婚生育。在多年以来的司法实践中，诸

多案例均反映出大多非婚生子女缺乏温暖和谐的成长环

境，非婚生子女会面临亲子关系确认、抚养、探望等纠纷，部

分非婚生子女在继承权的实现中也存在现实障碍。此外，

非婚生子女在户口登记中可能面临相对繁琐的程序，甚至

影响以后顺利入学，无法充分享受教育资源。因此，我们也

要提醒大家，除非做好万全的准备或有特殊情况，否则尽量

不要选择未婚生育。

（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婉）

我国《民法典》对非婚生子女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

网络上有一个流行语叫做“恐辅症”，形容父母一辅导

作业就情绪失控、血压上升。虽然是网友们的自嘲，却反

映着家长在教育问题上的焦虑与无力感。明明知道教育

孩子要平心静气，却总忍不住情绪上头。众家长不由得感

叹：“鸡飞狗跳”和“母慈子孝”之间只有一个作业的距离。

辅导作业之难，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

讨一下。

当今社会，焦虑不是个别现象。家长被层出不穷的

“牛娃”和对未知将来的莫名焦虑赶着，孩子们被分数赶

着。不被裹挟其中、完全不受影响，需要很强大的笃定内

心力量。

放下教育焦虑放下教育焦虑 营造愉悦氛围营造愉悦氛围

在高考指挥棒下，分数是硬核评价标准，老师家长不

可避免地注重考试和分数，教育焦虑充斥在整个教育过

程中。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们早早地关注学区

房、培训班、低龄留学，生怕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在多重

压力下，衡量孩子水平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绩，而作业往往

是家长眼中检验孩子学习效果的重要一环，而辅导孩子

作业导致的亲子矛盾顺势变成了压垮家长情绪的最后一

根稻草。

要缓解这种弥漫并不断传递的焦虑与压力，首先要调

整的是家长的心态。事实证明，特别聪明和特别笨的都是

极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孩子智商水平都在持平的范围内。

心态上的不平稳，主要是因为家长对于孩子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和期望。学习对于孩子来说本就是个需要不断克服

困难的过程，家长更是需要放平心态，与孩子一起探讨学

习的方法和目的。调整家长心态，对于家庭教育来说至关

重要。

当一个孩子对学习失去热情和兴趣之后，再好的智商

也不能很好地发挥。父母的情绪孕育着孩子学习的情绪

与状态。启动家庭教育的正能量，家长们一定要放下焦虑

和情绪，才不会传染给孩子，才能跟孩子一起营造出轻松

愉悦的学习氛围。

家长家长““精心辅导精心辅导””导致过度依赖导致过度依赖

父母适当介入孩子的家庭作业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学

习习惯，而且还可以及时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在某种程

度上，家庭作业完成的好坏，与家长的教育、督促和帮助有

重要关系。可现实生活中，家长的做法难免存在一些误

区，以至于对孩子的学习造成负面影响。那么，家长该如

何介入孩子的家庭作业呢?

记者就这一问题，咨询了从教30余年的刘杰园长。

刘园长退休于长春市小博士双语幼儿园，退休后，一直热

衷于研究教育心理学，为很多家庭提供过教育心理问题上

的帮助，被家长们亲切地称为刘老师。她向记者讲述了近

期辅导的一个案例。

睿睿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还是不能独立完成

作业。睿爸描述，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工作比较清

闲，有大量的时间照料孩子。有一次，孩子忘了写作业，时

间又已经很晚了，睿爸担心孩子会因为不能按时交作业而

被老师批评，干脆替儿子完成了作业。可几次下来，小家

伙“忘”写作业的次数越来越多，临时抱佛脚赶作业的情况

也不断增加。弄得睿爸不得不和老师及同学家长保持热

线联系，以便监督孩子完成作业。可到了小学二年级后，

睿爸的工作开始繁忙起来，对孩子的照顾没时间做到事无

巨细了。如此下来，睿睿变成了班上的作业“老大难”，经

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睿爸这才意识到，睿睿的学习习惯

需要及时得到修正和改变。

刘老师告诉记者：“这种现象不在少数，很多家长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辅导孩子功课，但是不懂得方式方法，做

得越多错得越多。小学阶段孩子年龄小，有些孩子尚未建

立起学习责任感。对此，家长适当辅导孩子是应该的，尤

其是低年级学生，但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

惯，一忌监视，二忌指点，三忌代劳。家长应逐渐培养孩子

独立完成作业的能力，鼓励孩子自己检查作业，发现错误，

找出原因，及时更正。孩子遇到难题时，家长应鼓励孩子

独立思考解决，当然可以给予一定的指导。对于孩子的点

滴进步，一定要多称赞、多鼓励。”

据刘老师的观察和总结：做家庭作业时家长全程看、

陪、包办的同学，一般都自制力较差，40%左右的孩子不能

主动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一般都需要老师或学

生干部强制性看管，其中80%的孩子学习成绩中等偏下。

全程看、陪、包办可能会暂时出现令人鼓舞的现象，但这仅

是表象，而且这种表象也不会持久。家长的过分“热心”，

会导致孩子在以后的学习中出现学习不主动，怕困难，缺

乏自学能力。总之，全程看、陪、包办是一种短视行为，贻

害长远。

优质家庭教育优质家庭教育 影响重于说教影响重于说教

我们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可是

似乎我们的教育效果并不那么明显，为什么？这是值得我

们思考的。对于“教育”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但到底什么

才是“教育”呢？

东汉的语言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教育”是这

样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并不是我们将孩子“丢”给老师，最重

要的教育，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上所施”，让孩子“下所效”，

从而“使之作善”。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孩子树立榜样，让

他们去效仿。

例如当下，被家长们重视的阅读习惯培养问题。试

想，一个家庭，父母都在玩手机、看视频。唯独丢一本书让

孩子自己去培养阅读习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父母是孩

子的一面镜子，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话颇有道理。家长

是孩子心目中最易接受、最易模仿的人，这就需要家长们

在生活中带头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孩子做出好的表

率。

刘老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率先垂范本身就

是一种教育艺术，是最重要、最高超的教育艺术。事实上，

对孩子来说，父母本身是一种教育因素，这种因素对孩子

的影响往往是在无意中发挥的，但这种影响作用也是最直

接、最深刻、最持久的。这也足以说明，要想取得理想的教

育效果，最为重要的就是父母的率先垂范，给孩子们树立

好榜样。”

总而言之，要想孩子怎样做，我们先要做出来，要想孩

子养成怎样的习惯，我们先要具备那样的习惯。“上行”为

善，“下效”自然也会为善，我们自己做好了，孩子也会耳濡

目染，教育便水到渠成。

告别焦虑
让辅导更高效更愉悦

本报记者 王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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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工具的

“最后一公里”，是城市

居民出行采用公共交通

出行的主要障碍，也是

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

市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

战。共享单车（自行车）

企业通过在校园、地铁

站点、公交站点、居民

区、商业区、公共服务区

等提供服务，完成交通

行业最后一块“拼图”，

带动居民使用其他公共

交通工具的热情，与其

他公共交通方式产生协

同效应。

乘上互联网的东

风，共享单车应运而

生。共享单车不仅方便

了大家的日常出行，而

且这种绿色、低碳的出

行方式也为环境治理减

轻了压力。然而，实践

表明，共享单车在我国

的试行情况并不乐观，

经常出现单车被损坏的

问题，对于此，我们应该

高度重视起来。

共享单车大多使用

“扫码骑车”的模式，因

此车身上都印着二维

码，但是目前共享单车

二维码被人涂抹毁坏的

现象严重。有些设置了

车牌的共享单车，车牌

号码也都被抹掉，甚至

整块车牌成了一张“白

板”。这些相对而言还

算轻伤，有些共享单车

“缺胳膊断腿”、“满身重

伤”也是常见事。

共享单车遭到损坏

是整个共享经济业态发

展历程的缩影，我们要

不断解决这个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这是对共享平台的要求，也是对公共监管

的要求，更是对每一个参与者的要求。

共享单车遭到损坏折射出市民共享精神的缺

乏。在现代社会，任何事情都是观念、行为、制度、技

术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把一个想法变成

现实，光靠技术是不行的。要真正让“金点子”发光、

可持续，还需要观念、思维等精神要素的支撑。分享

经济如果缺少了共享精神做支撑，不仅起步难，而且

走不远，甚至夭折。

当前共享单车遭到损坏的乱象，表明了当前共

享单车平台的管理问题。平台应加强技术改进，实

现对单车的精准定位，进而实现对用户使用单车的

行为进行监控以及对共享单车的及时管理。但仅仅

从企业入手还是不够的，以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市

场的无形之手，辅之以市民的文明之手，共同发力，

才能让共享单车免遭损坏，收到预期效果。

从
共
享
单
车
遭
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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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团购包装应重视环保

市民郭女士：最近半年来，社区团购平台在长春

发展很快。几家团购平台争相出台优惠政策，给市

民生活带来了方便和实惠。在平台购买生鲜和日用

品几个月后，我发现家里每天废弃的包装盒、包装袋

变多了。对比线上和线下购买的包装方式，我发现

平台售卖的生鲜包装为固定重量，有的商品每份

200克，有的每份500克，有的每份1000克。当消费

者下单购买时，如果一样商品需要500克，但平台只

有200克一袋或者一盒的包装，就需要选择购买两

份。于是就产生了线下购买最多消耗一个塑料袋，

而线上就要消耗两个的现象。还有一种情况是，平

台为防止运输中对生鲜产品造成损伤，采用了塑料

包装盒打包。我每天收到的生鲜商品中，最少有一

个塑料包装盒，有时甚至三四个。但如果在线下买

菜，几乎用不上这种包装盒。目前长春的垃圾分类

工作开展时间不长，这样的塑料盒不能及时回收，必

然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与破坏。

希望有关单位和部门注意到这些问题，对团购

平台的商品包装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规范，保护生

态环境。

拥挤聚集要不得

市民李先生：本月初，我乘火车出差。在火车站

安检处，看到准备过检的人员非常多。大家都急于

早点过检，可以说达到了人挨人、人挤人的程度，我

几乎是被人流推到了安检口。虽然大家都戴了口

罩，但是这样的接触距离还是让人感到不安和不舒

服。

不拥挤聚集，不光是防控疫情的需要，也是维护

社会文明秩序的需要。希望全社会以疫情防控为契

机，形成讲公德、守秩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文明

排队、注意社交距离的良好风气。

（本报记者张慧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