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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

点评人：刘伟
山东海蔚律师事务所

■身边案例

事发：抓“小偷”

2016年8月27日早上，杨俊奇
正在自家的养鸡场里忙活。他的
妻子邵静急匆匆地跑来，让他赶
紧去他堂哥家看看。

“我媳妇儿看见一个人翻进
了我堂哥家的院子。”以为遇上
了小偷，杨俊奇丢下手上的活，
叫上了恰好在一旁的同村村民
杨胜利，准备去看看究竟。

养鸡场离院子很近，不到 50
米的距离，杨胜利和杨俊奇决定
分两头“包抄”。当走到小路的拐
角处时，一个人影从院子里翻了
出来。

“我当时就叫住了他。”杨俊
奇回忆说，“他说他叫杨壮壮，是
我们村杨彦华的儿子，想去院子
里找点小玩意儿玩。”杨俊奇说，
他当场批评了杨壮壮几句，指出
他在明知道别人不在家的时候
跳院子不合适。

此时，又有几位村民路过围
了过来，大家打了个圆场，就让
杨壮壮离开了。走的时候，杨壮
壮取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说话
声音有些哭腔。

“他说他以后都不跳别人家
院墙了。”杨俊奇回忆，这是他听
杨壮壮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
他和其他人一同离开，而杨壮壮
则朝着家的方向独自走去。

没人预料到，杨壮壮的生命
开始进入倒计时。

杨壮壮自杀

27日杨壮壮到了晚上始终
不见踪影。母亲鹿正英开始央托
亲戚朋友找人，并找到了杨俊

奇，在她看来，杨壮壮的失踪和
他有关系。杨俊奇没多申辩，“我
想到是同村的，毕竟孩子不见
了，大家都挺着急，我也没多说
就跟着去找了。”但直到8月28日
上午，杨壮壮的尸体才在井里被
找到。

杨壮壮死后，鹿正英开始频
频上门找他讨说法。杨俊奇说，
除在他家门口烧纸钱外，鹿正英
甚至提刀上了门，“她觉得是因
为我‘威胁、辱骂’了小孩，才导
致小孩跳井自杀了，认为孩子的
死我有责任。”

尽管曾经目睹了批评过程
的杨胜利、杨保全、吕薇薇都作
证表示，在发现杨壮壮跳院墙
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的过程
中，杨俊奇没有辱骂他，更没有
肢体接触，但杨壮壮的父母还是
坚持认为，杨俊奇应该对孩子的
死亡负责。

迥异的一二审判决

杨俊奇没想到，他很快收到
了民权县人民法院的传票，因为
杨壮壮的死，杨彦华一家将他告
上了法庭，索赔各项费用共计10万
元，在起诉状中，杨俊奇提议在报
警时不要提及杨壮壮翻院墙被
发现的情节也成了他应当为孩
子死亡负责的佐证。

2017年3月20日，民权县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没有证
据证明杨俊奇对于杨壮壮的死
亡存在过错，驳回了杨彦华一家
的诉讼请求。

然而，杨彦华一家不服一审
判决，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这一次，判决结果和一

审结论迥异。
2017年7月22日，商丘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杨俊奇承担
杨壮壮死亡后果40%的赔偿责
任，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0万元。
对于和一审截然不同的判决结
果，杨俊奇表示难以理解。“我既
没有打、也没有骂，怎么就说他
的死亡和我有关系？”

除 10 万元的赔偿金额外，
更让杨俊奇难以接受的是判决
书上的一段说辞。

判决书认为：杨俊奇对杨壮
壮的批评教育有对他造成了心
智压力和影响的可能，本案经
公安机关调查杨壮壮虽属自溺
身亡，但无证据证明当日有其
他导致其可能自溺轻生诱因的
存在，如果不是外来不当行为诱
因的存在，实难想象一名未成年
人独自走向玉米丛中的深井自
溺寻死。

“意思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其
他的原因，所以我批评他就是他
自杀的原因？”杨俊奇说，当得知
判决结果后，他便下定决心，不
予支付这10万元的赔偿，“我没
有亏良心，我做了对的事，为什
么要赔钱！？”

2017年9月，杨彦华一家申请
了强制执行，今年春节，杨俊奇
发现，他被纳入了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转眼间变成了“老赖”，现
在已经买不了机票和高铁票了。

“杨俊奇自认尽了一个普通
人应该尽的本分，却为此承担了
不应承担的责任，现在，他还在
为继续打官司奔波，“必须打到
底，我要争这一口气。”

据《新京报》

本案中，二审法院与一审
法院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更
多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保障。根据《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对未成年人
的批评应坚持“教育与保护相
结合”的原则。本案中，杨俊奇
发现杨壮壮后，但未联系其家
长的情况下，对杨壮壮独自进
行警告和威胁，存在对未成年
人心智压力和影响的可能，而
杨壮壮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反
应，“在走时取下眼镜，揉了揉
眼睛，说话声音有些哭腔。”因
此，二审法院认定杨俊奇教育
有余，保护不足，违犯了《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教育与保护原
则”的相关规定。

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需存在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
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
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
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根据公安机关调查，无
证据证明当日有其他导致杨壮
壮可能自溺轻生诱因的存在，
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二审法院
结合未成年人的天性和特殊心
智状况，认定杨俊奇的外来不
当行为构成对本案悲剧发生的
诱因，即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杨俊奇
应当对此承担侵权责任。

过错程度直接影响侵权的
责任大小。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
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
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
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经公
安机关调查杨壮壮属于自溺身
亡，并认定其无故翻墙跳入别
人家，存在不当行为，因此杨壮
壮本人需对死亡承担 60% 的责
任。杨俊奇在未经公安机关对
翻墙原因进行调查的情况下，
对杨壮壮进行过度批评，即其
外来不当行为构成对本案悲剧
发生的诱因，结合双方的过错
程度，二审法院判决杨俊奇承
担 40% 的责任即次要责任。

14 岁翻墙男生遭批评跳井自杀

批评者是否该担责？二审改判
是对未成年的保护

2015 年底，曹先生经中介公
司介绍，看中了王先生所有的一
套两百多平方米的房屋，协商确定
后，2015 年 12 月 7 日，曹先生与王
先生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
购买该房屋含车库、车位、固定装
修、固定厨卫设备，成交总价 303
万元，并约定王先生应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注销他项权证。曹先生
支付了 5 万元的定金。

但是3月5日，中介电话告知
曹先生说王先生房子不卖了，原
因是房屋价格上涨了。这可把曹
先生急坏了，他急忙发函给王先
生及中介公司，要求王先生注销

涉案房产的他项权证，并协助他
办理过户网签及资金托管手续，
但是王先生拒收该函件。曹先生
又委托律师向王先生再次发函，
但是王先生仍然拒绝继续履行
合同。无奈之下，曹先生将王先
生告上法庭，要求退还定金并赔
偿损失。

审理中，经曹先生申请，苏
州市吴中法院委托房地产评估
公司对涉案房屋、车库、房屋内
固定装修及物品清单上物品的
价值进行鉴定。评估公司出具房
地产司法鉴定评估价报告，评估
总价3581100元、车库评估总价

80000元、装修及附属设施评估总
价119500元，共计3780600元。并出
具资产估价报告，该房屋室内资
产市场价值142782元。上述两项
共计3923382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签
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
约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案

《房屋买卖合同》履行中原告并
无违约情形，并积极督促被告履
行合同义务，被告明确表示不履
行合同后，原告又及时诉至法院
请求损害赔偿，防止损失扩大。
故根据鉴定意见，法院判决双方

的《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王先生
退还曹先生购房定金50000元并
赔偿损失 893382 元（ 3923382 元-
3030000 元）。
法官提醒：

房价上涨带来了二手房交
易纠纷的大幅增加，出卖人因房
价上涨而违约的行为，影响了正
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也不利于
社会诚信的建设。在二手房交易
中，合同约定应明确网签时间、
涤除抵押权、资金托管、户口迁
移、违约金等问题，预防纠纷的
发生。 据《文萃》

因房子涨价反悔不卖，法院这样判

案件：2007年，徐某向孙某
借款 15 . 6 万元，由王某提供担
保，还款期至，徐某未还款，法
院判决担保人王某在徐某无
力还款的情况下应承担还款
义务。

执行过程中，王某因无法
全部偿还欠款，法院只能从王
某的工资中按月扣划，截至2015
年3月，王某已支付了7 . 8万元。
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6月，王某
因病去世，孙某认为王某死亡
后就再也无法执行了，便多次
来到法院求助。

执行法官找到王某妻子刘
某，劝说其早日还款。刘某得知
如果继承遗产却不承担债务，
荣成法院将会对其进行强制执
行。在权衡后，刘某于近日将王
某剩余欠款如数还清。

说法：法官表示，根据我国
继承法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
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
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
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
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
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
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
不负偿还责任。

经调查，王某留有一套房
产作为遗产，该房屋虽为王某和
妻子刘某的共同财产，但该房产
有一半是王某的遗产，该遗产足
以支付孙某欠款。因妻子刘某
表示继承丈夫王某的遗产，那
么其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

据《法制日报》

因病去世
妻继承遗产须还夫债

公司擅调员工岗位
被判赔八万元

案件：王某就职于山东省
某电气公司，工作期间，某电气
公司直接向王某下达调岗通
知，将王某从销售岗位调到制造
部从事生产工作。王某接到通知
后，多次寻找领导协商此事，但
均被电气公司拒绝。

无奈之下王某将电气公司
诉至法院，主张因单位单方面变
更岗位，降低其薪酬，未按劳动
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故要求
解除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
付经济补偿金。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法院审
理认为，王某与某电气公司签
订的合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双方应当履行合同约定的义
务。合同中虽然约定了用人单位
享有调岗的权利，但须符合对应
的条件，且须经过双方协商。该
电气公司未有证据证实调岗的
必要性，且未与王某进行协商，
单方作出调岗决定不符合法律
规定，王某据此提出解除合同，
要求经济补偿金，理由正当。最
终法院判令电气公司支付王某
经济补偿金8万多元。

说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
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
务。《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
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

据微信公众号“山东高法”

2016年8月28日，14岁的杨壮
壮（化名）跳井自杀了。杨壮壮生
前因翻院墙被发现，杨俊奇曾对
杨壮壮作了一番批评。据此，杨
壮壮父母以儿子溺亡与杨俊奇
批评存在关联为由，遂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杨俊
奇给予民事赔偿。随之而来的，
是这起民事诉讼一审和二审迥
然不同的判决结果，更让这起悲
剧多了一分耐人寻味。

时至今日，杨俊奇一直奔走
在申诉的路上。他说：“批评他人
几句，就得为他人的死赔钱？我
不服！” 杨杨壮壮壮壮翻翻墙墙地地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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