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法律服务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陈婷 校对/张悦 版式/王帅

FAZHISHIBAO

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05 法眼天下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叶福 校对/张悦 版式/王帅

FAZHISHIBAO

咨询邮箱咨询邮箱：：fzsbfzsb888888@@163163.com.com

法法
律
咨
律
咨
询询

台台

因为被曝光“开车过程中摸女行人屁
股”，辽宁的哥王师傅走上了维权之路。近
日，此事最终有了结果——曝光王师傅车牌
号的后车女司机赔偿了误工费、精神损失费
1 万元，取得王师傅原谅，王师傅转手将钱全
部捐出用于贫困助学。

事情发生在 5 月 23 日。这一天，一段
“出租车过斑马线司机伸手摸行人屁股”的
信息在网上流传，同时曝光的还有出租车的
车牌号。作为当事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对此
感到非常委屈，因为他压根没有做这样的事
儿，这让 50 多岁的他精神压力巨大，随后走
上了维权之路。无论对谁而言，被冤枉、受
委屈都是件痛苦的事，因侵害带来的精神痛

苦与物质损失应该如何去弥补？情理法三
者之间如何很好地协调与平衡？王师傅的
做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自力救济必须严守界限，这是王师傅给我
们上的第一课。自力救济又称私力救济，是民
事主体在权利遭侵害时依靠本人的力量实施
的自我保护行为，内容包括自力请求、正当防
卫、紧急避险等。通过自力救济方式私下解决
纠纷，是我国长久以来的历史传统和生活习
惯，把纠纷化解在民间，通过私力解决，得到民
众的普遍认可。但自力救济把握不好分寸很
容易陷入同态报复的漩涡，只能使伤害进一步
扩大。本案中，王师傅最初便与发布此事的博
主取得联系，请对方道歉澄清一下也就算了，

但曝光者仍坚称自己亲眼看到他摸行人屁
股。协商不成后，王师傅并没有与之纠缠乃至
想办法报复，这种克制精神值得肯定。

通过还原真相、分清是非来维护自身权
益。这个道理很好讲，但对于每个具体的被
侵害者而言，做起来往往没那么容易。社会
正义可以分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分配
正义是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在社会成员之
间的公正配置，可以简单理解为大家各安其
分的理想状态。一旦这种状态被打破，就需
要进行矫正，而矫正往往需要耗费很大的成
本。为了还原真相，王师傅寻求媒体帮助现
场调查，并向派出所报案，真相才最终浮出
水面：王师傅和女行人并没有肢体接触，视

频中女行人手指出租车的动作，系双方在路
上因为是否礼让而引起的言语冲突。

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展现善意与宽容，
这对纠纷的妥善解决尤为重要。王师傅维
权的出发点，是要给自己一个清白，更要对
这种随意曝光他人信息、中伤他人的行为以
惩戒。然而现实中，当得知对方是两个幼童
的母亲后，王师傅又心软了，最终他没有坚
持治安拘留对方的态度，接受了“赔偿调解”
的方案，并将赔偿款全部捐献。

整个过程，王师傅所表现的有理有节的
态度、善意宽容的胸怀、健康成熟的人格，不
正是法治理念在逐渐进步、深入人心的生动
展现吗？ （检日）

幼儿体育培训市场
须立标准加强规范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小学生身高、体重

等身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体质方面却出现了下滑迹
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幼儿体育教育在培养幼儿体育锻炼
意识、修正体姿体态、提高运动能力、促进身体健康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作用。所以说，当前幼儿体育培训日渐火热是一
个好现象，值得鼓励。

不过，也要看到，幼儿体育教学方面目前还没有科学的
标准体系，课程规范化与否，基本取决于机构本身，要找到既
懂体育又懂学前教育的培训老师，更是不易。从有关报道
看，当前幼儿体育培训野蛮生长，存在着鱼龙混杂、标准缺
失、恶性竞争等诸多问题，如培训机构应提供什么样的场所、
安全保障等，缺乏相关规范。面对消费者对幼儿体育教育日
益增长的需求，幼儿体育培训市场必须加强规范、提升品质。

除了培训机构要遵循幼儿生长发育规律，科学施教及提
升品质，政府职能部门则应加快建立科学规范的幼儿体育教
育培训指导体系，研究制定幼儿体育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
资质标准，指导有关学校在体育教育专业增加幼儿体育教育
模块，补齐幼儿体育教育人才缺乏的短板。同时，要加大监
管力度，严格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审核，严格场所、设
备、消防等安全隐患及教育管理的监督检查，推动幼儿体育
培训健康有序发展。 （经日）

应大力推广
ETC收费模式

近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加快推进高
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明确，年底
高速公路不停车快捷收费率达到 90%。鼓励 ETC（不停车电
子收费系统）在停车场等涉车领域应用，2020 年年底前，基本
实现机场、火车站、客运站、港口码头等大型交通场站停车场
景 ETC 服务全覆盖，推广 ETC 在居民小区、旅游景区等停车
场景的应用。

ETC 是目前快捷收费通行的常用方式，使通行效率大幅
提升。科技化、便捷化、一致化将成为未来机动车停车通行
收费的发展趋势。为此，应大力推广 ETC 收费模式，并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多场景、全覆盖。实行 ETC 收费模式，好处之
一在于提升车辆收费的透明度，减少了各种暗箱操作，同时
能大大提升车辆通行效率，减少人为制造的交通拥堵。从这
个层面上看，ETC 模式具有很大潜力。随着 ETC 的大力普
及，还可尝试以此建立大数据系统，精准分析机动车使用、通
行情况，使交通管理更趋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不断提升
机动车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广日）

让黑名单成为
惩治医闹利器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 28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对严重危害
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
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将 177 人列为严重危
害正常医疗秩序失信行为人。

近年来，“对医疗暴力零容忍”已经成
为社会共识。当前，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旨在
倡导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社会风尚。在
此背景下，国家卫计委、公安部等部门联
合发布了《严密防控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
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提出“将涉医违法犯
罪行为人纳入社会信用体系，依法依规施
行联合惩戒并通报其所在单位”。本次医
闹黑名单的公布正是对应的行动。从此，
医闹不再等闲视之。

当代文明社会，医生理应受到特殊的
尊重和礼遇。在医生没有明显过错的情
况下，一个肆意侮辱或威胁医生的人，必
须受到舆论的谴责，付出应有的代价。就
此而言，将医闹列入社会信用体系黑名
单，实施联合惩戒，既是尊医重医的体现，
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期待以此次医闹
黑名单公布为新始点，让黑名单成为惩治
医闹利器，从而给医生一间安静的诊室，
给患者一个清净的环境。只有用法治手
段打击医闹行为，才能更好地维护正常的
医疗秩序。 （人法）

跑居委会 3 趟，派出所 3 趟，街道办事处
1 趟，接打市长热线电话 11 次……最终被拖
了 50 天，石家庄市桥西区一市民才为在国外
工作的儿子开出了一张“无犯罪证明”。近
日，该区公安分局对此作出回应，将对此事
一查到底，对存在问题的工作人员，绝不姑
息护短。

在国务院大力推行简政放权、“一次办
马上办”，屡次强调让群众和企业不再为奇
葩证明、循环证明东奔西跑的大背景下，居
然还会冒出这样折腾老百姓的个案，确实应

严查。
我们相信，每个个案都有其特殊之处，

但是，现实生活中，如果一遇到难办的事情，
就要靠老百姓一趟趟跑腿和一次次补充材
料，才能解决问题的话，无疑与让群众少跑
腿、少折腾的行政改革大方向背道而驰。

为什么开一张无犯罪证明，需要 50 天？
其实正如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局长所
说，此事一方面暴露了部分基层民警的业务
能力不强，另一方面更说明服务意识不够。
我看业务能力还是次要的，如果业务不熟，完

全可以通过当场咨询业务能力熟悉的民警来
解决，最关键的还在于服务意识缺乏。因为
事不关己，所以不着急。因为存在政策模糊
地带，所以相互推诿。其根本上就在于忘记
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初心。对于基层单位
来说，解决群众的各种问题，不妨普遍推行首
问负责制和限时办结制，让群众不急办事人
员急，这样才能真正地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希望各地窗口单位、办事机构能够以此
为镜，吸取教训，自查自省，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 （广日）

整治“号贩子”
近日，北京 3 家知名医院的负责人因“号

贩子”整治不到位被约谈。据了解，中央督导
组督导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后，市卫生健康委针对发挥行业作用治理

“号贩子”乱象不够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
了立行立改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医院在“号贩
子”乱象的整治中，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只有让医院履行主体责任成为标配后，才
能使“号贩子”乱象的整治走得更远，而不至
于功亏一篑。 (北青)

有理有节的维权值得赞赏

50天开份无犯罪证明需反思

赌场放贷 钱被卷走

山东威海市民隋某在听丁某说到在上

海放高利贷可以赚大钱时，便跟随丁某以及

另外两名同伙一起飞往上海。深知“放贷有

风险”的隋某和丁某，为了寻找合适的放贷

场所四处考察，不久便在一家赌场遇到了正

在赌博的薄某。在得知二人来意后，薄某向

隋某承诺，若由他来帮忙在赌场放贷，每放

贷 1 万元每天可交给隋某 200 元的利息。如

此高额的利息令隋某心动不已，当即取了 5

万元现金交给了薄某，而薄某则每天向隋某

交纳 1000 元的利息。

但是好景不长，没多久薄某就因赌博输

光了钱跑路了。隋某利息没收多少，连本金

也打了水漂。于是隋某将损失归咎于丁某

身上。一通威逼之后，“被欠债”的丁某被迫

按照隋某的要求写了两张共计 6.8 万元的借

条，这其中，5 万元是隋某借给薄某的本金，

剩下的 18000 元则是薄某欠他的利息。拿到

借条的隋某安心了很多，他想着有“铁证”在

手，自己损失的钱财就可通过法律途径来向

丁某索要。隋某拿着借据来到法院，诉请丁

某偿还欠款。

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查明，原告隋某主张钱款
系被告所借，其中数额为 5 万元的借条是
于 2016 年 4 月在威海市原告家中所签。而
被告辩称借条所载明的借款均系原告向赌
徒高利放贷的赌资及利息，且借条签订地
点系上海，并提供了证人高某、林某出庭作
证。法官奔赴上海调取了原告酒店住宿记
录，也证实了在原告主张的时间段里，其身
处上海而并非威海，故原告主张明显与事
实不符。

威海经区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虽然提供
了借条，但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证人证言
等，不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
系。且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而隋某
是将钱款用于在赌场高利放贷，该借贷关系
不受法律保护。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
支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非法借贷不受法律保护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

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

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

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

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第

十五条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借条等债

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

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

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

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

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可见，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而

出借人在明知借款人用于赌博、贩卖毒品、

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钱的，其借贷合同是不

受法律保护的。因此，要认清赌博危害，拒

绝赌博恶习，远离高利贷。 （法日）

入住宾馆
滑倒致残

宾馆及老板被判担责 2
成，赔偿住客4万余元

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人民法院近日
判决了一起原告龚某诉被告进贤县某宾
馆、熊某身体权纠纷案，判决被告赔偿进
贤县某宾馆、熊某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
内赔偿原告龚某 4 万余元。

住客滑倒摔伤

2018 年 6 月 23 日，原告龚某与案外人
古某、涂某以及金某 4 人于当晚 20 时左右
在被告熊某经营的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
某宾馆 226 房登记入住。

2018 年 6 月 24 日早上 7 时许，原告与
同住的 3 人先后离房。原告从洗手间出
门时一脚踩空滑倒摔伤，后紧急送往医院
诊断为左股骨胫骨骨折，住院治疗 30 天，
花费医药费 9 万余元。原告的损伤经司
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伤残八级，后续治疗费
7 万元；后被告向法院申请重新鉴定，原告
的损伤为伤残九级，后续需进行髋关节翻
新手术。据此，原告医疗费及后续医疗费
约 22 万余元。

宾馆及老板被判担责2成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
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庭审中，原告提交的证
人证言和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某宾馆的
收据、照片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原告
在被告某宾馆内摔伤的事实。

根据法律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本案中，被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某
宾馆缺乏安全警示标志，亦未提供相应的
保障措施，应当认定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故被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某宾馆对
此事故应承担相应责任。又因被告熊某
是被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某宾馆的个
体经营者，故应对本案承担赔偿责任。而
原告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
在洗漱期间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但原告并
未尽到自身的注意义务，故应当对自己受
伤的后果承担主要的责任。故法院认为
被告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某宾馆、熊某应
承担 20%的责任，原告龚某承担 80%的责
任。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法）

胎儿有继承权吗？
海口吕女士问：我与丈夫于 2013 年底结婚，婚后感情

一直很好。就在我怀孕 5 个月的时候，丈夫刘某因车祸死

亡。我与公婆在遗产继承问题上发生纠纷，公公、婆婆认为

除去共同财产，儿子个人财产应该分成三份，由公公、婆婆

和儿媳平均继承。我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也有继承权。公

公、婆婆不同意胎儿继承儿子的遗产。请问，腹中的胎儿有

没有继承权？

答复：《民法总则》第 16 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

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

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继承法》

第 28 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该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

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因此，吕

女士腹中胎儿的继承权利应该予以保障，在分配遗产时应该

为胎儿留出必要的份额。吕女士要求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保留一份遗产的要求应当予以支持。若分割财产时公公婆

婆拒绝分给胎儿其应有份额，吕女士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
讼，请求法院分割遗产。

被小区路桩螺栓划伤

物业公司有责任吗？
昌江王女士问：前不久，我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在小区

内一些原有的非主要通行路段设立了限制进入的铁杆路

桩。一天，下夜班回家的我照例驾驶电动车经过时，因对此

毫不知情，加之“限入桩”上尚未安装反光标示，我的大腿被

桩上裸露的螺栓严重划伤。我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但

被断然拒绝。对方的理由是：我所受伤害是自己没有注意环

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与物业公司没有关系。请问，物业公司

的理由成立吗？

答复：物业公司的理由不成立。《侵权责任法》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

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

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物业公司属于“管理人”和施工的组织者，理应承担相应

的安全保障义务。

赌场放贷钱被卷
逼迫同伙签借条

法院认定原被告不存在借贷关系，且非法借贷不受法律保护，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为圆发财梦，山东威
海 市 民 隋 某 千 里

迢迢从山东奔赴上海，在赌
场放起了高利贷。借贷人
无力还款选择跑路后，为挽
回经济损失，隋某将损失归
咎于同伙，逼迫同伙签了借
条，并将同伙告上法庭诉请
还款。威海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
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驳
回原告诉讼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