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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案例

3月31日早上10点，朱先生报
料：滨江滨康小区大火，有人受
伤，消防和120已经过去了。记者
核实报道：事发滨康小区4幢1单
元，火是在楼道里烧起来的，没
有烧到家里，我到达时火已经扑
灭了，社区的人已经在清理。事
故造成1人死亡。

出事的是个91岁的老太太，
住11楼。可能是因为清明将至，
早上住10楼的一个女子在楼道
里烧纸钱。据当地居民说，10楼
的女子烧完后就进房间了，没有
烧尽的纸钱就放在楼道里才引

发了火灾，浓烟熏到了楼道里的
老太太，老太太不幸身亡。

3月31日上午9：20，记者见到
老太太的侄子，他说其实上午老
太太家人都在房子里的，门是关
着的，老太太一人在楼道里。家
人是听到消防车声音才出来，一
打开门发现老太太躺在地上，人
已经不行了。

工作人员把楼道的东西搬了
下来。在现场记者刚好看到有其
他居民把类似的纸钱搬进小区。

3月31日上午西兴街道社会
发展科郑科长通报了本次火灾

情况：
3月31日上午9：30分左右，

西兴街道滨康小区4幢10楼过道
发生火灾。火灾发生后，社区消
防站、滨江消防大队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救援，10分钟后完成灭
火。火灾发生后，区分管领导、街

道、社区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到
达现场指挥处置。经初步调查，
事发原因为滨康小区4幢1002室
韩某违规在楼道清明祭祖坟烧
纸钱，烧好后，韩某未及时将烧
好的纸钱灰烬妥当处置，烟雾涌
入11楼过道，导致正在楼道中的
1101室91岁陈姓老人死亡。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韩某已被相关执法部门带
回调查。目前死者家属情绪稳
定。街道和社区将进一步做好后
续工作。

据《钱江晚报》

女子楼道烧纸，浓烟致楼上90岁老太死亡

清明将至，祭拜祖先，缅怀
故人，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但是因为不文明的祭祀行为
导致的火灾事故却屡禁不止。本
案中在楼道烧纸钱的行为并非
个案，因在楼道烧纸钱引发的事
故和纠纷每年都有发生，这也反
映了传统祭祀与公共安全的冲
突，因此应当积极倡导文明祭
祀，一改传统烧纸的陋习。那么，
不文明祭祀，特别是烧纸陋习引
发火灾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过失引起
火灾，尚不构成犯罪的，处十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警告或五百元以下罚款。

何为过失引起火灾呢？过失

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既可出
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即行为人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
火灾，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
见，致使火灾发生；也可出于过
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已经预
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火灾，由
于轻信火灾能够避免，结果发生
了火灾。

具体到本案，如果查明火灾
确实是韩某在楼道中烧纸钱引
起，韩某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
却没有对没烧尽的纸钱妥善处
理，造成了火灾的发生，就属于
过失引起火灾，如不构成犯罪，
会受到警告、罚款或拘留的行政
处罚。

过失引起火灾可以构成犯
罪，即失火罪。失火罪是指由于

行为人的过失引起火灾，危害公
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可见是否构成犯罪主要看是否
造成严重的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
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
第一条规定，过失引起火灾，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
诉：（1）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
者重伤三人以上的；（2）造成公
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经济
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3）造成
十户以上家庭的房屋以及其他
基本生活资料烧毁的；（4）造成森
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二公顷
以上，或者过火疏林地、灌木林
地、未成林地、苗圃地面积四公
顷以上的；（5）其他造成严重后果

的情形。
失火罪如何处罚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
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犯失火
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具体到本案，如果最终查明
老太太的死亡是由烧纸钱引发的
火灾造成的，那么韩某的过失行
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后
果，很有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

楼道烧纸只是清明节不文
明祭祀的一个缩影，清明节是祭
祀扫墓的高峰期，也是祭祀失火
的高发期，因此一定要大力倡导
文明祭祀，摒弃庸俗和陋俗的祭
祀方式，只有文明祭祀，安全祭
祀，才能更好的缅怀先人，达到
清明祭祀的意义。

楼道烧纸致人死亡可构成失火罪

点评律师：汪丽张
济南泉灏律师事务所主任

不文明的祭祀行为导致的火灾事故屡禁不止，因在楼道烧纸钱引发的事故和
纠纷每年都有发生，这也反映了传统祭祀与公共安全的冲突，因此应当积极倡导
文明祭祀，一改传统烧纸的陋习。

擅用表情包做宣传

会侵犯肖像权

表情包以其丰富的表意性
和超强的趣味性被亿万网民推
崇，已形成一种独特的网络流行
文化。其中，以公众人物或热点
人物的肖像为基础制作的真人
表情包尤其受网民的欢迎。

2016年底，葛优以侵犯肖像
权为由将某旅游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因使用“葛优躺”照片

造成的侵权损失，法院最终支持
了葛优的诉求。看来，以真实人
物形象为基础制作的表情包，因
涉及法律保护的某些权利，不是
可以随意制作和使用的。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
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
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
用公民的肖像。该条法律明确了
侵犯肖像权的两个要素，一是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二是以营利为
目的。因此，如果制作和使用真
人表情包用于营利，又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比如商家擅自将表情
包用于商品的宣传，无疑构成侵
犯肖像权。

目前许多微信公众号也多
在文章中配有真人表情包，以增
加内容的吸引力。如果公众号通
过文章的广告或开通流量主等
方式赚取收益，亦属于营利行
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同样构
成对肖像权的侵犯。如果网民在
聊天或者朋友圈中自行制作、使
用真人表情包，因缺少营利目
的，不构成侵犯肖像权。

截图表情包

可能侵犯著作权

表情包中有一类是影视作
品、综艺节目的视频片段或截
图，通常以明星为主体，“葛优

躺”便是其中的代表。
影视作品、综艺节目受我国

著作权法保护，其制作者和表演
者依法享有著作权，未经著作权
人同意，不允许复制、发行、表
演、放映等。因此，擅自使用影视
作品、综艺节目的片段和截图制
作表情包，将同时构成对制作方
和演员著作权的侵犯。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因“葛优躺”表情包擅
自使用了《我爱我家》的剧照，

《我爱我家》的版权方也可以以
侵犯著作权为由，起诉上述旅游
公司索要赔偿。

但如果是“为个人学习、研
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
作品”，属于合理使用，不需要征
得著作权人同意，也无需支付报
酬。因此，一般认为普通网民不
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和使用这类
表情包，不属于侵犯著作权。

恶搞表情包

还会侵犯名誉权

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否就可
以随意制作和使用真人表情包
呢？实则不然。

大部分的表情包目的是娱
乐，自然少不了恶搞的元素，但
这种恶搞应限制在合理合法的
范围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修改稿）》中的规定，以侮
辱或者恶意丑化的形式使用他
人肖像的，可以认定为侵犯名誉
权的行为。因此，如果制作表情
包时使用的文字与配图带有辱
骂、贬低真人人格等字眼，或者
过分夸张扭曲真人形象，对其
恶意丑化，则属于侵犯名誉权
行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几
年前流行的“小胖”表情包，存在
一些将小胖身体与女性身体结
合，或配有黄色、低级的内容等
情形，已构成对“小胖”名誉权的
侵犯。

在众多真人表情包中，还有
一种形式被大家熟识，即将真人
形象以绘画或漫画的形式再现
而成的表情包，比如姚明脸或动
漫版的傅园慧。虽然法律没有明
确规定此种行为构成侵权，但通
常认为，如果由卡通形象及配字
等因素整体判断表情包人物具
有明显的可识别性，明确指向某
一真实人物，亦会构成侵犯肖像
权。在赵本山诉海南某公司侵犯
肖像权纠纷一案中，两审法院便
是以此为由，认定涉案的卡通形
象构成对赵本山肖像权的侵犯，
最终判决海南某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

据《法制日报》

哪些情况用真人表情包算“滥用”

案件回放：柳大妈在公园
内跳广场舞时，被一名小男孩
骑着儿童自行车自背后撞击，
倒地受伤。之后，柳大妈被鉴定
为十级伤残。她认为，公园守则
中明确规定禁止车辆通行，小
男孩骑车行为直接导致其受
伤，作为监护人，小男孩的父母
及其外祖母均未尽到监护职
责。故此，柳大妈起诉至法院，
要求小男孩及其监护人共同赔
偿 12 万余元。

说法：法院审理后认为，根
据事发当日各方在公安机关所
作笔录和在法庭所作陈述，可
以确认柳大妈系因跳广场舞后
退时，与其身后正骑儿童自行
车的小男孩发生碰撞而倒地受
伤。法院认为，当时，较之正在
舞蹈且无法观察身后情况的柳
大妈，正常前行的小男孩外祖
母对于避免危险行为的掌控能
力显然更高，故而，小男孩的外
祖母存在疏忽，是导致柳大妈
受伤的主要原因。

法院认为，柳大妈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
跳广场舞时，亦应保持安全风
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现其
未尽其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
小男孩相撞，亦有一定过错。综
上，法院在根据当事人各自过
错程度、行为与损害后果的联
系程度，酌定小男孩的监护人
承担 70% 民事赔偿责任，柳大
妈自负 30% 民事责任，小男孩
及其父母共同赔偿柳大妈 8 万
余元。

据《科教新报》

■普法

儿童骑自行车
撞伤人担责七成

案件回放：2015 年 7 月，13
岁的陈元离家出走至湖北。湖
北、陕西两省五地救助站展开
救助，然而，在把他护送至潼关
县救助站后，陈元被救助站工
作人员放行“独自回家”，进而
失踪。

该事件于 2017 年 4 月经媒
体曝光后，两救助站工作人员
因涉嫌玩忽职守被立案调查。
至今，陈元仍然没有回家。近日
公布的判决书显示，2018年2月8
日，潼关县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潼关县救助站副站长陈某、工
作人员张某犯玩忽职守罪，但
鉴于两人犯罪情节轻微、认罪
态度好，免于刑事处罚。

说法：法院审理查明，陈元
被送到潼关县救助站后，救助
站副站长随即联系陈元的父亲
陈群，但是陈群拒绝领陈元回
家。在此期间，陈某、张某等人
分别轮流看管照顾陈元，当日
下午 4 时许，陈元和救助站人
员发生争执要求离开救助站，
救助站副站长让王某开车将陈
元送回去，在王某下楼取车期
间，陈某、张某让陈元独自离开
了潼关县救助站。

潼关县法院认为，被告人
陈某、张某未能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公务，玩忽职守，致使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玩忽职守罪的罪名成立。

据澎湃新闻

救助站擅自放行
被判玩忽职守

继“小胖”“金馆长”
“姚明脸”“洪荒少女傅园
慧”“葛优躺”等表情包之
后，又有一些热点事件中
的人物形象被制作成各类
表情包，也在网络中瞬间
铺天盖地，成为网民新宠。
然而，在这些司空见惯的
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不得
不重视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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