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阅读
2015 年新颁布的 《关于依法

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
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首次规定 ，
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如祖父母
可在第一监护人即父母拒不履行
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以上 ，导致未
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无着时 ，
向法院提出撤销第一监护人的监
护资格，并由相应的顺位监护人履
行监护责任。 (时报)

海南工会12351劳动法律小课堂（第十三期）

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劳动者在原单位
工作多年，跳槽到新单位工作当年不享受
带薪年休假的现象时有发生。 往往是劳动
者自己觉得在新单位工作不满一年而不
敢提出休假，而有的单位员工制度里更是
明确规定，入职公司后第二年才能享受带
薪年休假。 这样的年假到底该不该有？ 工
会 12351 告诉您，这个可以有！

12351 热线咨询：2015 年 2 月 15 日吴
某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2 月 16 日吴
某到新单位工作。 由于想在年底前休年假
带家人去度假，2015 年 10 月，吴某向公司
申请带薪年休假时却被拒绝。 理由是吴某
在新公司工作还不满一年。 吴某不服，认
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里明确规定“职
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年休
假”，虽然在新公司不满一年，但自己在原
单位早就工作满 1 年了 ， 想问一下 ：《条
例》里所称的“连续工作 1 年以上”到底是
指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 1 年，还是在不
同单位连续工作累计满 1 年?

省职工服务中心值班律师 12351 热
线回复：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对职工享受
带薪年休假的条件的规定，职工在不同用
人单位工作，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吴
某在进入新公司工作之前已在原单位连
续工作超过 12 个月，因此，吴某在新公司
依法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待遇，公司的拒
绝是不合法的。

相关法律知识：《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
实施办法》第三条：职工连续工作满 12 个
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 第四条：年休
假天数根据职工累计工作时间确定。 职工
在同一或者不同用人单位工作期间， 以及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视同
工作期间，应当计为累计工作时间。

人社部《关于《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 有关问题的复函 》 （人社厅函
〔2009〕149 号） 规定：“关于带薪年休假的
享受条件《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三条中的职工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
既包括职工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用
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的情形。 ”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五
条规定：职工新进用人单位且符合本办法第
三条规定的，当年度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
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折算方法为：（当
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65 天）×职工
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功能介绍:为
全省职工提供法
律维权 、 困难帮
扶、 普惠活动、心
理咨询等服务

海南省职工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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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单位工作不满一年，
当年还能享受年休假吗？

65岁的张桂芳（化名）
老人为捡公交车上的塑料
瓶从后门上车，后车辆启动
致张桂芳摔倒受伤。为索要
赔偿，张桂芳将涉事公交公
司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
公交公司对张桂芳的损失
承担 70%的赔偿责任，赔偿
11万多元。

上车捡废品摔伤残
据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介绍，2014 年 9 月 30 日 17 时许，镇江
市某线路公交车驶入终点站， 乘客下
车完毕后，该车关闭后门向站内行驶，
17 时 47 分停靠并开启前、后门，陆续
有乘客从前门上车。 17 时 47 分许，张
桂芳手持塑料袋朝车厢后门走来，在
门外观察车门旁摆放的垃圾篓的状况
后，上车捡了 3 个塑料瓶，在捡拾塑料
瓶过程中， 该车在后门没关闭的状态
下就启动了， 张桂芳退后离车时摔倒
在地受伤。当天，她被送到江苏大学附

属医院住院治疗， 经司法鉴定其脑外
伤所致轻度器质性精神障碍， 已构成
人体损伤八级伤残。

自认为是乘客索赔21万
为索要赔偿， 张桂芳将公交公司

诉至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她认为，
自己是公交车上的乘客， 要求赔偿各
项损失 21 万余元。 公交公司认为，这
起案件是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申请追加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为被

告。经过调取公交车上的监控，办案人
员判断张桂芳没有乘车的意思， 双方
并未成立道路运输合同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为一般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 公交公司驾驶人员
在未确定车门关闭的情况下即起步，
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张桂芳在车
辆后门处捡拾废物， 下车未注意自身
安全，亦存在过错，最终确定公交公司
对张桂芳的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为11 万余元。

六旬老妇遭短信辱骂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近
日，北京通州法院审结此案，依法驳回
了潘老太的诉讼请求。

2014 年年底小区改选物业公司
时， 因为潘老太和其他几名业主与业
委会发生争执， 导致业委会会议无法
继续进行。后来，业委会委员葛某给潘

老太发送了一条短信，其中提到“杀了
你的心都有”。潘老太自述收到短信后
精神非常压抑、痛苦，随后去医院就医
并向派出所报案。今年初，潘老太诉至
法院， 向葛某索赔医疗费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共计 2000 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葛某发送辱骂
性质短信的行为实属不妥， 但该行为

并不能直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潘
老太要求葛某支付医药费的诉讼请
求，依据不足；葛某发送的短信并没有
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公开， 并没有导致
潘老太的社会名誉降低， 所以潘老太
主张精神补偿费的诉讼请求依据不
足，法院亦不予支持。

（北晚）

实习期间受伤
该如何维权？

刘同学问：我是某职业技术学院即
将毕业的学生，被学校安排到某科技有
限公司实习， 在实习期间不慎受伤，花
去医药费近十万元。 现在学校和该实习
单位均推脱责任，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学生基于学校的安排到校外
企业实习，学校和企业都负有一定的安
全教育和管理义务，学生进行与其所学
知识相关的实际操作，不应认定学生和
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应按一般民事
侵权纠纷来处理。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受
到的伤害，应由学生、学校、和实习单位
按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因此，你可以起
诉学校和实习单位，由法院根据各自的
过错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

协议签订并已履行
可以撤销吗？

张先生问： 我亲戚因交通事故受伤，
后经交警部门主持调解，当事人就交通事
故达成赔偿协议并且已履行，协议中也有
“一次了结，今后无涉”的承诺，但事后发
现该事故对我亲戚的损害构成伤残，交警
说协议签订并履行后不能再反悔了。 请
问，协议签订并履行，可以撤销吗？

解答：不是的。 当事人双方因事故达
成调解， 签订协议并且已履行并非不能
反悔， 如果伤者当时缺乏专业的医学知
识、经验，自认为伤情较轻，不构成伤残，
而现在经鉴定构成伤残， 该协议约定赔
偿的数额与按照有关规定计算应当赔偿
的数额相差较大，明显违反公平原则，依
法应认定一方对协议存在重大误解。 依
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行为人对行为
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显失公平的，可以请
求法院予以撤销协议，并重新计算赔偿。

因对村书记不满，村民魏某抢走村
委会两台电脑主机低价卖掉。 记者近日
获悉，北京房山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
魏某有期徒刑 7 个月。

因对村书记的工作不满，村民魏某
总想找机会发泄。 2014 年 12 月 10 日，
魏某手持铁锤来到北京房山区周口店
镇某村村委会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将办
公室内的两台电脑主机强行拿走。 回家
后，魏某觉得电脑主机有些沉，且放在
家中太碍事， 便将两台电脑主机以 100
元的低价卖给他人。 经北京市房山区价

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的两台电脑主机
价值 2840 元。 案发后，魏某因涉嫌寻衅
滋事罪被提起公诉。 庭审中，魏某表示
认罪。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魏某强拿硬要
公私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
滋事罪。 魏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
期徒刑的罪行，属累犯，应从重处罚。 鉴
于被告人魏某有自首情节， 法院对其从
轻处罚。 最终，法院判决魏某犯寻衅滋事
罪，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 （京华）

对村书记不满
强搬村委会电脑转卖

村民魏某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

老人上车捡废品摔伤
司机未确定车门关闭情况下启动车辆，所属公交车公

司被判担责 70%

六旬老妇遭短信辱骂
诉至法院索赔，依据不足被驳回

承办法官何莉婷指出，交强险
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险机
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遭受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人，但不包括被
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 被保险人。
车上人员是指保险机动车车体内
的人员， 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
事故发生时，张桂芳在车后纸篓捡
拾塑料瓶 ，车辆即启动 ，张桂芳在
退后离车时摔倒受伤，属于正在上
下车的人员， 符合车上人员概念，

不属于交强险的理赔对象，不应由
交强险予以赔偿。

何莉婷表示， 车上人员与车外
人员的区别是比较固定的， 因车辆
启动抛摔出车外的车上人员或者下
车过程中因为车辆行驶等原因导致
受伤的，交强险不负责赔偿。 因此，
本案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 无需追加交强险承保的保险公
司为本案的被告。

（人民）

法官
释法

老人属于车上人员
交强险不负责赔偿

父亲被判无期母亲改嫁
案件当事人叫小五 ， 今年 10 岁 ，

2006 年的一天，公安民警将小五的父亲
从家里带走，自那以后，小五就再也没见
过父亲，而此时的小五才 1 岁。直到后来
她懂事一点，奶奶才告诉她，爸爸太冲动
了， 和邻居吵架的时候， 拿刀捅死了对
方，被法院判了无期徒刑。小五的母亲由
于长年在外打工， 就把女儿交给了家里
的老人。在小五的记忆中，爷爷奶奶是她
最亲近的人。

2013 年，母亲再也无法承受一个人
的生活，到诸暨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经过
缺席判决，把小五判给了母亲。狱中的父
亲知道这个消息，反倒安了心，他觉得女
儿跟着母亲不会受苦。

谁知，离婚后不久，母亲就改嫁了，
连户口都迁走了。 小五也不得不跟着母
亲去新家庭生活。 但母亲的新家并不像
小五想象中那么接纳她、喜欢她。敏感的
小五渐渐觉得自己在这个新家中如同陌
生人，与此同时，母亲也因为要照顾新的
家人，对小五很是冷淡。 没多久，小五便

提出要回到自己的爷爷奶奶身边， 母亲
也并未过多地挽留。 回到爷爷奶奶身边
后， 小五很开心， 母亲也没有对她的生
活、教育过问太多，小五都已经快要忘记
了自己有个妈妈。

法院撤销母亲监护人资格
随着小五长大， 上学成了一件麻烦

事。因为小五是判给母亲抚养，户口也一
并迁到了新家。 但是她现在又一直同爷
爷奶奶生活，户口不在当地，就近入学有
了困难。经过多方打听和咨询，爷爷奶奶

得知， 如果去法院起诉撤销母亲的第一
监护人资格， 让爷爷奶奶做小五的监护
人，户口便可以转回来。 去年，小五的爷
爷奶奶作为申请人来到法院。

在审理中， 小五的母亲也承认自己
在过去的几年内， 从未尽过对小五的照
顾、教育、抚养义务，也未给予其生活费。
而小五也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融入到母亲
的新家庭，喜欢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法庭
认为， 小五的母亲拒不履行监护人职责
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 侵害了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本着最
大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 依法撤销
母亲第一监护人的资格， 并指定爷爷奶
奶为小五的监护人。

案情：
祖母买房孙子过户其名下
1998 年原告王婆婆以 36400 元购

买了一间位于清远市清城区的集资房，
并与该房屋的业主到清远市公证处办理
了房屋买卖合同公证。 由于当时未能办
理房产证， 故该涉案房屋未能办理过户
手续。

2008 年 ，王婆婆生病住院 ，病情严
重。 王婆婆的儿子大李和孙子小李在其
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原业主到房管局将

涉案房产过户给小李。
王婆婆称涉案房产是当年与丈夫共

同购买的，《买卖房屋契约书》 签署的是
王婆婆一人的名字， 她的儿子及孙子从
来没有支付过购房款。 为维护其合法权
益， 王婆婆到清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孙子
小李要求确认涉案房产的所有权。

被告孙子小李辩称 ，在 2007 年小
李的父亲大李以 4 万元价格从原告手
中购买涉案房产 ， 但当时原告没有出
具收据 ，对此 ，被告亦未提供相关材料
予以证实 。

法院判决：
房产归购房者所有

主审案件的法官说， 原告王婆婆当
年与原业主签订的 《买卖房屋契约书》，
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合法有
效，并支付了全额的购房款。虽原业主与
被告小李亦签订 《房地产买卖合同》，但
双方并非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其
目的是将涉案房屋过户在被告名下，且
被告或其父亲没有支付相应购房款，原
告王婆婆亦未将涉案房产赠与被告，遂
判决：确认涉案房产归原告王婆婆所有。

该案法官说， 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
务，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
六条：“老年人自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
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 不得擅自
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 ”（法网）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爷爷奶奶带孙
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多时候，老
人不仅要带孙子，甚至还要自掏腰包养
孙子。 这几年，索要带孙费的报道时有
见诸报端， 但真正打官司的少之又少。
为了教会儿子和已经离婚的前儿媳妇
责任与担当， 广西陆川县 56 岁的杨金
美就将儿子和前儿媳告上了法庭，向他
们索要“带孙费”并获得法院支持。

案情：老人带大两孙女
2004 年 8 月 22 日，广西陆川县 45

岁的杨金美喜得孙女。
孙女出世前，杨金美和丈夫潘珂在

离家不远的某食品加工厂上班。 老两口
和小两口各有工作， 如果不请保姆的
话，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人要辞职。 最
终， 杨金美决定提前退休在家带孙女，
让儿子儿媳安心工作。

孙女慧慧刚满月不久，儿媳方晴便
去上班了， 把孩子全权交给婆婆照顾。
可还没有等她喘口气，如山的重负再次
压来。 2006 年 2 月，潘帆欣喜地告诉杨
金美，妻子怀上了二胎。

2006 年 9 月，小孙女敏敏出世。再次
当上奶奶的杨金美心里沉甸甸的， 一个
大孙女已经让她手忙脚乱， 再添一个小
孙女，让自己精疲力尽、焦头烂额。 尽管
如此，老人还是坚持把两个孩子带大了。

2015 年 2 月 13 日， 潘帆、 方晴离
婚，两个孩子由潘帆抚养。 儿子潘帆离
婚后外出打工，两个孩子则都由杨金美
带，这意味着杨金美还得继续抚养两个
孙女到十八岁。

杨金美称自己没有带孙的责任和
义务，出于亲情考虑，她可以代为照看，
但抚育孩子的重担绝对不能落在她身
上。 她要给儿子和前儿媳上一课，教会
他们责任与担当。

2015 年 5 月 5 日，她一怒之下将儿
子潘帆、前儿媳方晴告上广西陆川县人
民法院， 要求他们两人支付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她抚养两个孙
女所支出的33600 元“带孙费”。

法院：有权要求受益人补偿
法院审理认为，抚养教育未成年子

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在父母有抚养能

力的情况下，小孩的爷爷奶奶（即祖父
母）或外公外婆（即外祖父母）对自己的
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并没有法定抚养教
育义务。 根据《婚姻法》第 21 条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父母
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
立生活的子女， 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
费的权利。 ”

法院还认为，老人向子女收取 “带
孙费”是合法的。 依照《民法通则》第 93
条规定：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
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
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
支出的必要费用。 ”因此，被告潘帆、方
晴对两个孩子负有法定抚养义务，而作
为奶奶的杨金美对两个孙女没有法定
或约定的抚养义务， 其为维护潘帆、方
晴对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在两人外出期
间代为抚养且支付了必要的抚养费，有
权要求潘帆、方晴偿还为此而支付“带
孙费”。

陆川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作出
一审判决， 结合两个孩子的实际需要、
生活所在地的实际生活水平，法院酌情
确定潘帆、方晴每月共负担两个孩子的
抚养费 1000 元。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 共计24000 元， 每人承担 12000
元，判潘帆、方晴各支付 12000 元“带孙
费”给杨金美。 （成商）

父亲被判无期母亲拒不履行监护人职责

祖父母有权成为监护人

老人房产被过户孙子名下
起诉索回获法院支持

在拿到判决书的那
刻， 女孩开心地说：“爷爷
奶奶，你们就是我的‘爸爸
妈妈’了。 ”但这句话却令
她的爷爷奶奶心情很复
杂。 日前，浙江诸暨法院审
结了一起申请撤销监护人
资格的案件， 爷爷奶奶提
出申请撤销孩子母亲作为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并要求担任监护人。

“百善孝当先”，是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大力弘扬敬老、 养老、
助老的传统美德，而本应享受三
代同堂天伦之乐的王婆婆却把
孙子告上法庭。 近日，广东省清
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
一桩家庭纠纷。 儿子和孙子在老
人病中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老人
购买还未办理过户手续的房产
过户到孙子名下，老人起诉索回
获法院支持。

教育儿子儿媳责任与担当

老人索要“带孙费”
获法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