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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很神圣，保护更细致

1 月 1 日民法典施行，现行婚姻
法同时废止，其中涉及婚姻家庭的多
处规定发生变动。

你的结婚对象隐瞒重大病史怎
么办？民法典明确，一方患有重大疾
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
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
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其中，无过
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在离婚方面，民法典规定了三十
天“冷静期”。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
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
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
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要注意，遇
到家暴等情况不用等对方同意，可以
直接到法院诉讼离婚。

民法典还加大了对婚姻无过错方
的保护力度，规定如果对方有重婚、实
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重大过
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任性服务要不得，物业管
理讲“武德”

你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拒交物
业费，结果就被威胁断水断电？这样
的“野蛮服务”将被民法典禁止。

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
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
式催交物业费。

此外，对于小区电梯广告等收入
的去向，民法典作出明文规定，物业
服务人应当定期将业主共有部分的
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
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报
告。

或许，2021年，身为业主的你就
能拿到小区经营收益的分红了。

◆高空抛物一时爽，事后追
责要补偿

你停在楼下的爱车，突然被从天
而降的东西砸坏，该找谁维权？

民法典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
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
补偿。

也就是说，谁抛的物谁担责；找
不到抛物的人，那不能排除嫌疑的人
要担责。

为了避免“全楼背锅”的情况，民
法典要求公安等机关负有依法及时调
查、查清责任人的职责。可能加害的
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如果真正的“罪
魁祸首”现身，可以向侵权人追偿。

◆性骚扰非小事，单位应当
处置

你的上司总是有意无意对你开
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玩笑，你想向公
司投诉，却又担心维权不了了之？

别害怕！民法典明确，违背他人
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
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
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还规定，机关、企业、学校
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
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
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游戏装备也是钱，账户被
盗可维权

知道吗？你在微博、抖音等平台
上运营的大V账号、你在游戏里购买
的游戏币，乃至你开的淘宝店，都是
财产。

民法典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
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该规定明确“虚拟财产”的概念，
确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这意味着，你在游戏里辛辛苦苦
积攒的珍稀装备，和你的存款、房产
一样，如果遭受损失，有望可以理直
气壮要求赔偿维权。

这一规定，也为将来进一步完善
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法律体系打下基
础。

◆合同不是你想改、想改就
能改

你为了提早追剧买了视频网站
VIP，结果突然被告知，用户协议变
了，想多看两集得购买超级VIP……
这样的霸王条款，以后行不通了。

民法典规定，用格式条款订立合
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
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
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
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
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
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
同的内容。

◆房东突然卖房，租户可要
赔偿

你是一个职场新人，好不容易租
到满意的房子安顿下来，没住两天房
东就以卖房为由毁约逼你搬走？民
法典说不可以。

根据民法典，租赁期限届满，房
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
的权利。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
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
权利。

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或者有其
他妨害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情形
的，承租人可以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
责任。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紧急
救助免责保护

滚滚车流里，一位老人突然发病
倒地。学过急救知识的你一个箭步
过去正要施救，突然又担心被讹上，
于是你迟疑起来……

去吧，正义的少年！民法典助你
见义勇为后顾无忧——因自愿实施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
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民法典还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
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
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
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
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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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年
你
的
生
活
将
有
这
些
大
不
同
！

展望“后疫情时代”
科技创新“新趋势”

挥手向“魔幻”的2020年说拜拜，崭新的2021年重装上
阵。1月1日起，民法典将正式施行，从婚姻家庭到住房财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法典都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今后你的生
活将有哪些大不同？一起来看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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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下，多国经济“暂停”。
然而，科技创新焕发别样活
力，诸多创新型技术和解决方
案应运而生，展现出人类应对
突发“大考”的智慧与韧性。

展望“后疫情时代”，人类
社会终将回到常态。而疫情
中诞生的创新萌芽将成长为
科技“新趋势”——数字世界
与物理世界进一步融合、科技
创新将朝更加以人为本的方
向发展，推动世界持续向好。

数字化转型加速

疫情带来社交阻隔的同
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灵
感。利用全新科技手段弥补
物理上的疏离，远程办公、无人
配送、智慧工厂等新技术加速落
地。不少权威机构和专家预计，
疫情催发的新科技不会“昙花
一现”，而将持续内嵌于我们
的生活，加速数字化转型。

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周礼栋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新冠肺炎疫情
加速了各个企业乃至整个社
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从而为
在物理隔离状态下有效的分
布式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新模
式提供了有力支持。

“新形势下，企业和个人
都需要更具韧性。韧性的三
要素——‘复苏、响应、重塑’
在整个社会闯过疫情难关、寻
求复苏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而企业必须加速数字
化转型，才能进而增强自身韧
性。”他说。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
告称，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
10个关键科技趋势，分别是：
在线购物与机器人配送、数字
和无接触支付、远程办公、远
程教育、远程医疗、在线娱乐、
供应链 4.0、3D 打印、机器人
和无人机、5G信息通信技术。

“灾难在倒逼我们创新。”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
事长张宏江接受记者专访时
说，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技术加快演进，
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支撑，
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
检测诊断、疫苗新药研发等方
面彰显巨大能量。全球科技
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人工智
能等技术加速与医疗、教育、
科研等领域深度融合，为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数字与物理融合

张宏江认为，“后疫情时
代”，科技将持续发挥更深远
影响，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
习惯将在疫情后得到保留。
依靠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
构建创新型运营模式，促进降
本增效、业务增长，将成为未
来各行业在“后疫情时代”需

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疫情推动数字世界与物

理世界融合的趋势也将持续。
亚马逊全球副总裁、首席

技术官维尔纳·福格尔斯此前
发表演讲称，2021 年人们将
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设计城
市，既能做到社交隔离，又不
会感到遥不可及，这将是数字
与物理世界的真正融合。例
如利用先进数据分析技术和
机器学习，城市将能分析人员
流量，在夏季旅游旺季或冬季
流感季提供安全通勤建议；无
现金支付将深度普及，更多在
线支付平台会建立在云上。

周 礼 栋 则 认 为 ，展 望
2021 年甚至未来 5 年，虽然
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云和
端的协同计算、5G 等现有科
技发展大趋势会继续加速，但
全面转入数字世界的趋势会
有所逆转，社会仍将回归到以
物理世界为中心，数字世界将
实现向物理世界的加速融合，
从而赋能实体经济。

科技更“以人为本”

新冠肺炎疫情给数不清
的人的生活蒙上阴影，人们开
始重新思考科技创新的意义，
如何能为应对疫情等全球面
临的共同挑战、增进全人类福
祉作出贡献？

疫情之下，健康成为科技
创新的热点领域，人工智能远
程医疗、大数据追踪密切接触
者等得到广泛应用。美国福
布斯技术委员会专家亚历克
斯·采普科指出，因疫情居家
人数增多，促使智能健身器
材、可穿戴设备蓬勃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的一
份报告展望了未来 5 年数字
健康发展，愿景是通过规模化
和可持续的数字健康解决方
案改善全球所有人的健康。
解决方案包括高级计算、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和机器人等。

周礼栋认为，全社会在新
冠肺炎疫情面前遭遇的全球
性挑战，引发业界对科技创新
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开始从单
纯竞争逐利的态势更多地转
向共同应对社会面对的重大
挑战。

“疫情结束后，科技创新
将会更加朝以人为本的方向
发展，消弭人与人之间由于地
域、时间、语言以及各种缺陷

（例如感知能力上的缺失）产
生的沟通障碍。科技创新也
会被赋予更多社会使命和责
任，在科技向善方面加强合
作，用技术、资源和专业知识，
去赋能那些致力于解决全球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组织和机
构，共同解决碳排放、气候变
化等全人类面对的重大挑
战。”周礼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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