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怨难了殴打老师 录制视频引爆舆情

2018 年 7 月某日下午，常仁尧驾驶自己的黑色越野
车与同村的潘某外出钓鱼，当车行驶至 S328 省道栾川乡
双堂村 19 号界碑附近时，因忘记带渔具，即把车停在路
边，等他人送渔具。

此时，恰好常仁尧上初二时的班主任张老师骑着电
动车经过。常仁尧看到张老师后，想起上学时张老师对
自己的体罚，心生恼怒。在准备拦截张老师时，常仁尧
将手机交给潘某让其录制视频。接着，他上前将张老师
拦下并确认其身份后，对其连扇四耳光，又朝其脸部猛
击一拳，反复辱骂、指责，逼迫张老师将电动车停靠到公
路边，继续愤怒地进行指责，其间又将其电动车踏翻在
地，并先后朝其胸部、腹部猛击两拳。

在围观群众的劝说下，张老师扶起电动车返回。到
家后，张老师自感被曾经的学生殴打、辱骂有失颜面，遂
向家人谎称自己骑车摔倒受伤及车辆损坏，后自行医疗
治愈。

在常仁尧殴打、辱骂张老师离开后，潘某将录制视
频内容的手机还给常仁尧。在车上，常仁尧让潘某观看
了约 9 分 20 秒的完整视频。

2018 年 8 月 24 日，常仁尧截取视频前 1 分 09 秒内
容，通过手机微信转发给初中同学。同年 12 月 15 日，这
段视频迅速在各种微信群转发传播，随之被各大新闻媒
体关注。

视频被广泛传播后，常仁尧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凌
晨公开发布自己制作的“辩解视频”，承认“网络上传播
的打人视频是自己拍摄的，自己没有错，即使打老师不
对，自己也仅占 50%”。这个“辩解视频”约有 5.4 万人查
看，导致张老师被殴打的网络舆情进一步发酵。

据统计，仅在 2018 年 12 月 16 日 1 时 14 分至 12 月 27
日 17 时 19 分周期内，以“男子 20 年后拦路扇老师”为监
测对象，共获取舆情信息 99648 条，其中微博数据总量达
76771 条，传播受众人数达 6.8 亿余人次。

常仁尧拦截、辱骂、殴打张老师的行为及视频的公
开传播，给张老师带来伤害和羞辱，严重影响了张老师
的正常生活、工作及其家庭安宁，同时也引发教师群体
的愤怒。张老师和所在学校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常仁尧归案后，经认真反思，认识到自己的过错，通

过律师向张老师书写了道歉信。

寻衅滋事犯意明显 网络发酵影响恶劣

公诉机关认为，常仁尧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常仁尧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
轻处罚，其系初犯、偶犯可酌情从轻处罚，建议结合其认
罪态度，对其在1年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常仁尧的辩护人认为，本案的起因系 20 年前张老
师殴打、羞辱常仁尧给其造成伤害，属事出有因，被害人
具有过错，常仁尧无寻衅滋事的主观动机，不属于寻衅
滋事情节恶劣的情形。

常仁尧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认为
其殴打张老师有错，对视频在网络上传播有一定责任，
是否构成犯罪由法院认定，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认为，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常仁尧在初中毕
业后，近 20 年与张老师无任何交集，案发时偶遇，临时
起意拦下并确认是其老师后即实施辱骂、殴打行为，并
安排他人录制其殴打老师的视频，自己反复观看且向他
人传播，其行为具有随意性，主观上为发泄情绪、逞强耍
横而借故滋事的故意明显。现无充分证据证明张老师
对常仁尧的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不能认定被害人存在过
错。即使常仁尧对张老师的教育方式不认同，亦不能成
为其在 20 年后辱骂、殴打老师的理由。

从犯罪的客观方面和侵犯的客体看，常仁尧对张老
师拦截、辱骂、殴打，引发多人围观，并录制视频向他人
传播，受到网民和舆论批评后，不仅未及时悔悟、采取措
施减小影响，反而在网络上再次发布视频推卸责任，引
发更多关注，对老师的侮辱伤害扩散范围更广，网络舆
情进一步升级。常仁尧的行为不仅严重侮辱了张老师，
严重影响了张老师及其家人的工作、生活，而且严重挑
战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造成了恶劣的社会
影响，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其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
客观要件。

法院称，在量刑情节上，经查，案发后，常仁尧在返
回栾川配合公安机关调查途中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常仁尧系
初犯、偶犯，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常仁尧有
自首情节、系初犯、偶犯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公

诉机关指控常仁尧犯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罪名成立。

惩罚羞辱报复行为 倡导尊师重教美德

一审宣判后，本案审判长陶占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案件的三大争议焦点进行了剖析：关于作案动机，从
犯罪的主观方面看，常仁尧主观上为发泄情绪、逞强耍
横而借故滋事的故意明显；关于过度体罚，现无充分证
据证明张老师对常仁尧的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不能认定
被害人存在过错；关于视频广泛传播，常仁尧录制视频
及传播和发布辩解视频行为，与网络发酵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及严重影响被害人工作、生活的危害后果之间存在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陶占省说，从常仁尧的具体行为来看，其在准备拦
截张老师之前就将手机交给同行的潘某同步录制视频，
在侵害行为结束之后，常仁尧让潘某观看视频，又不失
时机地通过网络传播给其同学观看。在网络舆情迅速
发酵之时，常仁尧发布辩解视频等行为，是一个持续连
贯的过程。常仁尧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将
有暴力色彩和违反人们行为日常准则的视频在互联网
传播，会引起网络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对其行为的
后果，其是明知的。

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泽涛对记者分析称，本案的
审理程序合法，定刑准确，量刑适当。本案被告人常仁
尧在交通要道殴打老师，辱骂、报复老师，蓄意进行录像
并在网络上传播视频，影响极为恶劣，符合司法解释中
寻衅滋事的情形之一。至于被告人辩护的其初中班主
任曾经对其进行打骂的辩护理由，不影响其构成寻衅滋
事罪的法定要件。

在全国人大代表吕妙霞看来，常仁尧因其犯罪行为
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也给大家上了一堂法治课。法律
禁止体罚学生，如确实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可使
用多种方法、通过多种渠道依法解决，采取肆意报复、发
泄私愤等方式，只会让社会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相关
行为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常仁尧侮辱殴打老师的行
为引发了很多教师的愤慨和不安，对其定罪判刑，既是对
其行为的惩罚，更是向社会传递一种信息，即尊师重教的
中华传统美德应该得到遵守和弘扬。 （法日）

特
别
关
注

2019年
7月12日
星期五

版
式

陈
艳

编
辑

方
艳

校
对

崔
晓
慧

周

末 2

关注·案例

夏季多见“暴脾气”

法官用案例告诉你
别一冲动酿大祸

每到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不少人都会“暴脾
气”，特别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很容易和他人发
生矛盾。近日，北京房山法院提醒大家，消消火气，
文明乘车，同时也提醒运营单位，要尽到相应义
务。另外，夏季还是聚会的季节，因醉酒乘车引发
的问题，也应引起大家重视。

案例1：下车缓慢遇同乘人推搡
诉公交公司赔偿获支持

刘某乘坐公交公司运营的某路公共汽车，准备
下车时，由于长时间找不到公交卡，导致车辆不能
正常驶出车站，车上一男性乘客见状，上前将刘某
从车上用力推下。刘某被推下车后，又上车找该乘
客理论，随即又被该乘客粗暴地推搡，摔至车下受
伤。刘某要求司乘人员报警并控制相关人员，遭到
拒绝，后其自行报警，并按照公安机关要求前往医
院急诊治疗。

刘某认为，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对旅客的
伤亡承担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要求公交公司赔
偿其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费
用。公交公司辩称，刘某没有证据证明是在车上出
事，所提供的相关票证也不齐全，故不同意赔偿。

法院最终判决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应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具体数额，法院依据相关票据、鉴定意
见、刘某收入证明等证据予以核算。

法官说法：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
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
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
造成的除外。本案中，已有证据显示刘某乘坐公交
公司运营的公共汽车在车辆到站下车时，被其他乘
客推下摔伤。公交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摔伤
是由于自身故意、存在重大过失造成的，所以公司
作为承运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法官指出，本案中，刘某选择以合同之债向公
交公司索赔，同时，其也可以侵权纠纷为由向对其
进行推搡的同乘人要求赔偿。

法官提示：公交车作为一种较为常见和乘客人
流量较大的一种公共交通，因车内乘客拥挤、道路
状况复杂等因素造成车内乘客受伤的情况并不少
见。即便是因乘客之间发生纠纷造成一方受伤，作
为承运人，受伤乘客基于公路旅客运输合同起诉公
交公司索赔也无可厚非。因此，作为承运人一方的
公交公司应该尽到合理、审慎、全面的管理义务，将
乘客在约定期间或合理期间内安全运输到约定地
点。同时，乘客也应合理注意自身出行安全，乘坐
公交提前安排好自身线路行程、备好乘车证件，有
礼有序乘坐。

案例2：上车与驾驶员发生口角
掐伤驾驶员乘客须赔偿

一日，在某公交始发站，齐某因上车开车门问
题，与驾驶员王某发生口角。之后，在车辆出站后

行驶过程中，齐某走到驾驶室位置，用手掐了驾驶

员王某脖子一下，造成王某颈部左侧条状划伤 2

处。后经公安机关处理，齐某被行政拘留五日。王

某经诊断为右手拇指、头颈部软组织挫伤。

王某认为，齐某不仅对其辱骂，还致其身体受

伤，因发生此事件，王某精神状态很不好，在休假一

个月后才上班。故王某诉至法院，请求齐某赔偿其

医药费、误工费 1.2 万余元。齐某辩称，王某主张的

医疗费过高，不同意赔偿。

经法院审理，判决对王某的合理经济损失，齐

某应当全部予以赔偿。

法官说法：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侵害

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等费用。本

案中，王某与齐某因琐事发生口角，齐某将王某打

伤，对王某的合理经济损失，齐某应全部予以赔偿。

法官提示：保障公交车司机的正常驾驶不仅关

系到某个个体乘客的利益，更关乎涉及众多人员的

公共安全。齐某因开车门问题泄愤，为图自己一时

之快，不顾众多乘客生命安全，扰乱驾驶员正常驾

驶，其行为本身既已受到行政处罚，更应为社会大

众引以为戒。如若齐某对王某的伤害结果构成轻

伤及以上，或是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等更为严重后
果，王某的行为还可能受到刑事处罚。

案例 3：醉酒打车中途下车，遇
事故身亡诉出租公司索赔被驳回

董某搭乘出租车回家，因醉酒神志不清，董某
没有告知司机孟某具体下车地址。车辆行驶至某
一路口左转车道时，董某与孟某发生争执，二人因
抢夺钥匙扭打在一起，孟某受轻微伤。行人报警
后，双方停止扭打，董某向远离出租车方向走开，孟
某驾驶出租车离开。五分钟后，董某倒卧在人行横
道上，一小轿车从其身上驶过，造成董某死亡。

董某家属认为出租车司机孟某与董某发生争

执，并要求董某下车，但是董某明确表示“就坐你的

车”。后孟某违反规定强行将醉酒乘客卸载在路

口，显然未尽到出租车司机应尽到的合理审慎义

务，对董某死亡的后果，孟某应承担 50%民事赔偿

责任，孟某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应负责赔偿。
法院经审理，驳回董某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

后原告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本案中，董某在车辆行驶中擅自打

开副驾驶车门，对驾驶安全及交通安全构成现实威
胁，严重损害了双方订立运输合同目的，孟某将车
就近停靠路口符合交通安全法精神，不宜认定为违
约行为。停车后，董某得知有人报警后向远离车辆
方向走开，该行为可视为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同
时，孟某驾车离去，可视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合
同解除前，孟某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解除合同原因
也不可归责于孟某，所以孟某没有违约行为，不承
担违约责任。

法官提示：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每日穿梭于
城市的各个角落，各种各样的乘客都会遇到。对于
诸如醉酒等神志不清醒的乘客来说，当出租车司机
已经尽到相应义务，依照交通法规最大化降低驾驶
风险后，仍不能实现其与乘客间的运输合同目的
时，法律也不会对出租司机过分苛责，合同可能在
乘客不自觉的言语和行为中已经解除，而其于离开
出租车后所遇到的人身损害便无权要求出租车司
机或公司承担责任。 （北日）

一枚成本不过几十元的印章，因行业垄断，价格飙
升至数百元甚至上千元。日前，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
支队原支队长谢寒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深圳市
纪委监委通报其主要问题之一，便是纵容深圳市创业印
章公司利用公权力在印章业形成行业垄断，扰乱行业管
理秩序。此外，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原政秘处主
任贾开玖涉贿一案近日开庭审理，检方指控其涉 7 宗受
贿事项中也包括收受深圳创业印章公司贿款。

记者调查发现，谢寒、贾开玖案件所涉及的深圳创
业印章公司，垄断清远、韶关、河源、梅州、云浮、湛江、深
圳等 7 个市的铜章加工，还通过独家运行维护材料采购
系统和信息系统，捆绑高价销售印章设备、印章材料，变
相审批，掌控了广东全省印章市场。

全省多地市只有一家公司能刻铜章

公开信息显示，深圳市创业印章实业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0 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锦昌，
该公司在广东全省设有 200 余家门店。多方信源证实，
陈锦昌已被公安部门拘捕。不过，记者近日前往该公司
在深圳的门店采访，发现一些门店仍在营业中。

在位于罗湖区解放路的一家门店，记者看到各种印
章标价不菲。其中，最便宜的合成材料印章价格为每枚
230 元至 280 元；铜质章为每枚 280 元至 480 元；镀金貔貅
每枚 888 元……在该门店入门处的一排橱窗内，摆放着
各种章材样本。其中，一块青玉石印章标价 11800 元，一
块寿山石印章标价 18000 元。

位于福田区的一家创业印章公司门店服务人员称，
该店印章植入的芯片与公安系统联网，“其他店的印章
不是公安系统认证的，不具有权威性”。据悉，2017 年 1
月，国务院取消公章刻制审批，实行备案管理，这意味着
印章刻制为自由市场。

在谢寒案发之前，创业印章公司已被广东省内 200
多家同业公司联名投诉涉嫌垄断市场，大幅抬高公章市
场价格。多家印章公司反映，在清远、韶关、河源、梅州、
云浮、湛江、深圳等 7 个市，铜章加工由创业印章公司垄
断，其他公司不能制作铜章，只能制作利润相对较低的
合成材料印章。

垄断市场的结果是印章价格水涨船高。目前，广东

合成材料章的平均价格为每枚 180 元，铜章价格为 280
至 360 元，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比如，北京分别为 80 元、
100 至 120 元；上海分别为 100 元、180 至 200 元。

广东的印章市场空间巨大。数据显示，广东省共有
印章刻制店 1300 多家，每年的市场总量保守估计达 10
多亿元。

强制征收数亿元专利费

除了垄断印章刻制产业下游加工市场，记者调查发
现，创业印章公司还控制了印章刻制的研发、材料市场。

——强制缴纳“专利技术使用费”。2010 年，创业印
章公司承建深圳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负责运行维
护。2018 年 5 月，创业印章公司中标承建广东全省推广
统一版本的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多家刻章企业反
映，自从上线该系统后，印章行业出现普遍性“刻出来的
印章备案屡屡通不过”的情况。

河源市一刻章店负责人说，凡是与创业印章公司合
作的，刻章备案能一次性通过；没有合作的，在备案时会
遇到种种“技术性阻挠”，且创业印章公司还可找出各种
理由随时切断信息系统，让企业做不成生意。

广东省多家印章公司投诉称，创业印章公司利用
其掌控的信息系统，向全省印章企业强征芯片“专利技
术使用费”。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至 2018 年，深圳全
市大约刻制了 900 万枚网络印章，以每枚印章缴纳 65
元计算，该公司征收的所谓“专利技术使用费”高达数
亿元。

——控制材料采购系统。“印章材料商城”是相关部
门指定的印章材料采购平台，但背后的实际控制者其实
也是创业印章公司。广东省多地印章公司反映，向该公
司下单总是拿不到货，被以各种理由拖延。

广州市印章协会会长曾献明说，他开办的广州市祥
光印章有限公司经营了 20 多年，因买不到原材料面临倒
闭。广东省印章协会会长梁少峰开办的东莞市惠峰商
业有限公司是印章材料生产商，也因无法进入省印章材
料采购平台，面临生存困境。

清远市一家印章店的老板告诉记者，自 2018 年 10
月份以来，创业印章公司停收 65 元的“专利技术使用
费”，但全省所有的印章店都强制到统一的“印章材料商

城”购买带芯片的印章材料，每枚印章收取 20 元的芯片
“研发和技术服务费”，导致全省的印章材料价格大幅上
涨。“以前的材料价格为每枚 6 元，到指定的平台购买
后，每枚价格涨至 36 元以上，其中包括 20 元的芯片费。”
他说。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芯片材料基本没有技术含
量，成本不足 1 元。

此外，广东省内的其他公司被“强制”向创业印章公
司购买材料和机器。“清远市有 40 多家印章店，每一家
都必须向创业印章公司买机器，不买机器就刻不了章备
不了案。一台机器要 4 万元，加上高拍仪、读卡器则要
4.3 万元。”清远市多家刻章店老板说，创业印章公司强
行要求购买其公司的机器与材料。

防范权力腐败造成市场垄断

针对创业印章公司的垄断问题，国家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收费很高，数额巨大；垄断明显，效率低下；
反映强烈，有呼不应。”

专家表示，中央强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必须依法行政，维护市场公平交
易，坚决防范权力腐败造成的垄断。

庭审信息显示，早在 2009 年，创业印章公司法人代
表就请贾开玖帮忙在深圳全市推广该公司开发的创业
印章系统，贾开玖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其解决针对创
业印章公司收费过高、垄断原材料等相关投诉，多次收
受陈锦昌贿款合计港币 68 万元。

广东多位业内人士对创业印章公司的市场垄断行
为长期投诉。“这家公司既是软件系统供应商，又是刻章
企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明显违反市场规则。”深
圳市印章协会原会长杨明秋说，印章行业是特种行业，
接受公安机关管理。但如果将实际管理权交给一家公
司支配，这家公司就获得了“行业生杀大权”。

深圳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在管理中出现失
误，导致印章市场价格高于其他城市。接下来要对照相
关规定进行检查，全面纠正、整改。

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说，此前接到一些企业的
相关投诉，但对问题了解不深入。我们将坚决取消任何
以印章系统为名义收取的不合理费用。 （新华）

广东一印章公司为何能垄断数亿元市场？

利用公权力垄断市场高收费

法官详解“男子反削二十年前班主任”案三大争议

发泄情绪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毕 业 20 年 后 当 众 打 老
师 是 情 绪 冲 动 还 是 犯 罪 行
为？7 月 10 日，河南省栾川
县人民法院一审对打老师的
常仁尧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此，
之前在网络热传的“男子反
削 20 年前班主任”视频引发
的情与法之争，在法律上有
了结果。

常仁尧被法院以寻衅常仁尧被法院以寻衅

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年六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