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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因离婚而产生
的各种法律问题不断凸显，其
中，夫妻离婚后，能否由第三人
为抚养费给付提供担保，这一问
题尚有争议。有观点认为，抚养
费给付具有强烈的身份性，不能
设立担保，第三人为抚养费的给
付提供担保无效。也有观点表
示，抚养费的给付兼具人身性与
财产性，可以设立担保。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究竟该
如何认定？对此，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采访了上述案件的承办
法官陈晓燕。

1、为什么可以为抚养费之
债约定担保？

陈晓燕法官：其实，担保之债
和抚养费之债的性质并不对立冲
突。我国《担保法》虽然将设立担
保的范围表述为“在借贷、买卖、
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
中”，但并没有规定在其他民事活
动中不得设立担保。《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
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

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
定的前提下，以担保的方式设定
担保的，可以认定有效”。

抚养费是基于抚养行为而
产生的一种财产请求权，虽然具
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但本质上
仍属于债权的一种。因此，抚养
费之债可以通过约定的担保方
式来得到履行。

2、为抚养费的给付提供担
保有哪些益处？

陈晓燕法官：抚养费是生养、抚
育子女的物质基础，抚养费能否得保
障到关乎儿童的切身利益，因此，我
国的法律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都给
予了特别的保护。在程序方面，《民事
诉讼法》规定了追索抚养费可依当事
人申请裁定先予执行；而在实体方
面，《婚姻法》的总则里便明确予以保
护，并在分则中作了具体规定。

确认未成年子女父母之外的
第三人可以对抚养费提供担保，一
方面有利于第三人督促需要支付
抚养费一方积极履行义务，保障未
成年人子女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诚实信用”这一基本法

律原则，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及第三
人均应当忠实履行协议约定。当
然，担保人履行抚养费担保之债
后，并不意味着被担保人的责任免
除，担保人有向其追偿的权利。

3、结合离婚率现状，为抚
养费给付提供担保有哪些必
要性？

陈晓燕法官：现在由于人口
流动频繁，父母离异后，承担支付
抚养费的一方很可能定居外地或
者长期在外经商、打工等，如果不
积极履行义务，另一方可能很难
讨要。为了保障子女权益，离婚
时，抚养子女一方除了向对方提
出一次性支付抚养费、以婚后共
同财产折抵抚养费外，由第三人
为支付抚养费作担保成为了一个
较为现实的做法，相当于为抚养
费的支付增加了一道保障。因此，
如果夫妻双方及第三人自愿为抚
养费设立担保，法律应当予以保
护。当然，要注意的是第三人与被担
保人之间的关系应当符合公序良
俗，设立担保的出发点应为善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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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离婚，男方父亲为抚养费给付提供担保
男方认为，此举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法院判决，男方父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抚养费
能不能
担保？

2009年，夏凡（化名）与张达
（化名）协议离婚，二人在《离婚
协议书》中约定，双方的女儿跟
随母亲生活，张达需要每月负担
女儿的生活费、医疗费、教育费
等费用，直到孩子年满18周岁。

2013年，夏凡和张达以及张
达的父亲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
议》，约定由张达每年向夏凡支
付女儿的生活费为30000元，而
女儿的教育费、医疗费由父母双
方各自承担50%，并由张达父亲
对相关费用担保支付至孩子年
满18周岁，18周岁后产生的费用
再行协商并共同承担。

协议签订后，张达父亲向夏
凡支付了一部分生活费。夏凡多

次催要其余费用，但未果。2018
年 7 月，夏凡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张达给付女儿生
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共计64
万余元，并要求张达的父亲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庭审中，张达一方认为张达
父亲为抚养费给付提供担保，担
保的是具有人身性的给付，违反
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双流法院审理后认为，夏凡
与张达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以
及夏凡与张达、张达父亲签订的

《补充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真实
意思表达，而且不违反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应受法律保护。虽然
抚养关系有人身属性，但抚养费

是基于抚养关系而产生的一种
财产请求权，在本质上是由民事
关系而产生的债权，且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张达父
亲在《补充协议》中提供保证的
行为有效。而双方当事人在《补
充协议》中明确约定了，张达父
亲的担保责任范围是张达应承
担的抚养费部分。

综合考虑张达的前期给付
情况等，法院最终判决张达向原
告 夏 凡 支 付 女 儿 的 生 活 费
186000 元以及教育费、医疗费
80000元；张达父亲对在张达应
付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张达父亲承担保证责任后，
有权向张达追偿。

父 母 将父 母 将
孩子生下后孩子生下后，，
除了情感上除了情感上
的纽带连接的纽带连接
外外，，我国法律我国法律
也规定了父也规定了父
母对子女的母对子女的
抚养义务是抚养义务是
法定义务法定义务，，具具
有强制性有强制性。。即即
便夫妻离婚便夫妻离婚，，
与孩子的血与孩子的血
缘关系也不缘关系也不
受影响受影响。。那么那么
关乎子女日关乎子女日
后成长的抚后成长的抚
养费给付养费给付，，具具
有强烈的身有强烈的身
份性份性，，能否由能否由
第三人提供第三人提供
担保担保？？

近日近日，，成成
都商报－红都商报－红
星新闻从四星新闻从四
川成都市双川成都市双
流法院获悉流法院获悉
一起与抚养一起与抚养
费给付相关费给付相关
的案件的案件，，已经已经
离婚的夫妻离婚的夫妻
原本约定好原本约定好，，
由男方定期由男方定期
支付孩子的支付孩子的
抚养费抚养费，，而男而男
方父亲为相方父亲为相
关费用提供关费用提供
担保担保。。但后来但后来
双方对此发双方对此发
生争议生争议，，对簿对簿
公堂公堂。。

大学图书馆现“雷人提示”

女生穿超短裤
影响大家学习？

近日，网传四川宜宾学院图
书馆自习室现“雷人提示”：请女同
学们不要在自习室穿高跟鞋和暴
露服装，以免“不利于自己和不利
于别人”，“雷人提示”引发学生和
网友关注。

据拥有17万粉丝的微博账号
“男德”6月5日发布微博称，有四川
宜宾学院学生在学校图书馆自习
室发现针对女生的“雷人提示”。

该提示中称“请各位女同学
不要在自习室穿高跟鞋和暴露
服装（包括超短裤、超短裙、露脐
装、透视装、露背装、低胸装、吊
带”，原因是穿高跟鞋和暴露装
容易生病，并“很容易成为心怀
不轨者侵犯的对象”，同时还会

“扰乱大家学习思考”。
反映情况的学生表示，这些

纸条于6月2日出现在图书馆三
四五楼自习室，“让人感到非常
气愤”。

揭发此事的学生表示：“我觉
得贴提示的人是想用这些想法来
威胁女性，（他的意思是）穿着暴
露是很容易被侵犯的。”

这位不愿具名的学生表示：
“我当天已经把我所在楼层的这
些纸撕掉了，我当时以为只贴了
那个楼层。后来才知道他把所有
楼层都贴了，大家撕掉之后，他
还去图书馆办公室告诉老师，女
生穿着暴露影响他学习，让图书
馆禁止穿着暴露的女生进入。”

6月9日，端午节假期还没有
结束，宜宾学院的师生们也在享
受周末，但图书馆里仍有不少学
生进进出出。一位刚走出图书馆
的女生告诉记者，她本人没看到
纸条，但在同学群里看到了，“班
上的女同学和男同学，都不接受

‘雷人提示’所主张的观点，也不
清楚此人动机。”

记者了解到，继前几日的“雷
人提示”被网络曝光后，贴条者似
乎并未收手，又于6月8日贴出了

《致馆内学生的一封建议书》，但此
次内容并不是针对女生，而是建议
男生不要穿着暴露

6月9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
记者赶到宜宾学院采访时，图书
馆工作人员刚刚接到一名大四学
生举报，从一间自习室的大门上
撕下一纸《致馆内学生的一封建
议书》。工作人员表示，“建议书”
和此前学生反映的“雷人提示”都
不是图书馆或学校所为。但图书
馆仅向学生和教职工开放，排除
了社会人员进入图书馆的可能
性，因此分析为学生所为。

随后，宜宾学院相关负责人
和图书馆负责人，均表示此类提
示及建议书非学校所为，但目前
也未掌握究竟是谁张贴了此类
字条。“大学是开放和包容的，学
校、老师和绝大多数学生，都不
可能有‘提示’内容所称的想
法。”宜宾学院多位老师表示。

也有老师认为，此提示也可能
代表了极个别学生的个人意见，如
果不影响他人，也是可以包容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
的手中，历时一年，渠县历史博物馆馆
藏83件青铜器、陶器得以修复，包括造
型精美的虎钮錞于、铜钲、铜壘等。5月
31日，刚修复的83件文物已通过专家
组验收，近期，83件文物将启程回家。

“修复后的文物，工艺精湛，达到了修
复的目的。”10日，渠县历史博物馆馆长胡
良鸿介绍，近期渠县83件文物将进行移
交，这些文物将启程“回家”。

在三星堆“疗伤”一年

渠县83件文物

栩栩如生

“这批文物中很多病害
严重，修复时间历时1年。”广
汉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
部长余健介绍，此项目需修复
文物83件（青铜器46件，陶器
37件），大多数为青铜器、陶
器，工期为12个月。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于
2017 年 11 月接收了此修复
项目的全部文物。这些文物
陆续被送到修复人员的工作
台上，修复人员把这些残片
一一拍照、编号记录，开始最
强“拼图游戏”。

文物修复人员介绍，这
批待修复的绝大多数青铜
器、陶器主要为考古发掘出
土和社会征集，这类器物由
于长期埋藏于地下，受到地
下水、盐、有机物的侵蚀，受
自然、地理因素以及历代人
为破坏，在发掘出土时与空
气接触受到了一定程度损
害。从X光探伤到3D打印，
再到扫描电镜，依靠现代技
术与传统修复工艺相结合，

在青铜器修复中，对三维景
深立体显微观察系统、扫描
电子显微镜+能谱、硬 X 光
探伤仪等技术进行了应用，

“主要是通过现代仪器对待
修复文物的物质成分、制作
工艺、组织结构、合金成份、
锈蚀成分等进行判定分析。”

文物修复师郭汉中介
绍，青铜器修复采取的步骤
包括先去锈，再矫形，对残损
部位根据修补原则进行补
配，修复拼接，补配部位的颜
色作旧，并做好档案记录。

通过文物修复师的巧手
匠心，一年时间，83 件受损
文物的修复工作均已完成，
恢复到接近最初的模样。

5月31日，刚修复的83
件文物已通过省文物局专家
组验收，专家组验收意见为

“项目实施技术路线明确，工
艺合理，修复后的文物，器形
完整，病害得到有效抑制，有
效提升了文物的展示利用价
值，达到保护修复的目的。”

▶为83件文物“疗伤”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结合

在这批已经修复的文
物中，一件战国时期的虎钮
錞于尤为引人注意。其通体
完整，造型厚重，形体特大。
錞于顶部中央铸有虎形钮，
虎仰头张嘴，锯牙翘尾，在
虎钮錞于两侧还有“巴蜀图
语”，非常精美。“有专家看
过这件文物，修复后有望申
报国家一级文物。”文物修复
师郭汉中介绍。

“送来时残缺度达到
30%，复原花了 3 个多月时
间。”郭汉中介绍 ，这件虎钮
錞于产自战国晚期，是巴文
化最具特征性的青铜乐器。
在古代，錞于是我国古代军
乐器，战时常与鼓配合使用。
文物修复人员耗费差不多三
四个月时间，才最终完成对
虎钮錞于的修复。

“它是参照性复原。”郭汉
中介绍，在复原这件器物时，
文物修复人员参照了什邡、
湖北等地虎钮錞于的形制。

“虎钮錞于非常精美，器
型少见，纹饰更是罕见，尽管
当时是残件，专家还是将其
定为三级文物。”胡良鸿介
绍，这件战国虎钮錞于，是在
达州渠县土溪镇城坝遗址出
土。在后期的考古发掘工作
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枚

“宕渠”文字瓦当，实物佐证
城坝遗址即是秦汉时期文献
记载的“宕渠”城所在地。

据渠县历史博物馆提供
的资料显示，虎钮錞于的盖部

分，虎钮尾残，盖呈椭圆形，残
断。虎站立于中心，虎身铸刻
有虎斑纹。盖两侧均铸刻有巴
蜀符号，其中一侧饰有“鱼”
纹，另一侧饰有“鸟”纹。

据了解，城坝遗址位于
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城坝村、
天府村一带，总面积约567万
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尚
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
模最大的古城遗址。2018年
10月，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
大会开幕式上，渠县城坝遗
址考古发掘被中国考古学会
授予 2016~2017 年度“田野
考古奖”一等奖。2019 年 1
月，渠县城坝遗址入选“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
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这批文物修复后，将进
一步丰富渠县历史博物馆展
品内涵，下一步渠县计划建
设城坝考古遗址公园。”据
介绍，渠县历史博物馆现收
藏 有 各 时 期 各 类 文 物 近
7000 余件，其数量、质量在
川内县级博物馆名列前茅。
由于经费不足，渠县历史博
物馆成立30余年来，未进行
过规模性的文物科学养护、
修复，此次文物修复是该博
物馆馆藏文物的首次系统性
修复，这批文物修复移交后，
渠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的
管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
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耗时3个多月 参照性复原战国虎钮錞于

2019年全国中国式摔跤
大奖赛即将在成都举行

据新华社电 2019年全国中
国式摔跤大奖赛将于6月25日—
27日在成都市新津县举办，这是
记者从11日上午在新津县举行的
2019年全国中国式摔跤大奖赛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中国式摔跤从项目规则、项
目文化和发展规律等方面均不同
于现有的奥运会摔跤项目，是我
国特有的民族传统运动项目。中
国式摔跤目前已进入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
全国各省区市广泛开展。

本次赛事预计有来自全国的
20余个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参
赛，共分为男女两个组别，其中男
子组分为52公斤级、56公斤级等
10个级别，女子组分为48公斤级、
52公斤级等8个级别。

此次赛事举办地新津县位于
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南部，已连续
多年成功举办中国成都国际名校
赛艇挑战赛、四川省龙舟邀请赛、
成都龙舟公开赛、新津县龙舟赛
等众多大型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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