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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问答
Fa Lü Wen Da

【问题】
北仑的田师傅与一家公司的

劳动合同到期后，公司决定对其
留用，但具体岗位从原先的销售
部门调整到生产车间，并提出试
用期为两个月。田师傅认为，公
司再次设定试用期不合理，但公
司称，工作岗位调整后，需要一
个新的学习、适应过程，因此设
定试用期的做法并无不当。田师
傅问，公司的理由是否成立？

【说法】
我国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
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即只要是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基于什么理
由，试用期都只能约定一次。

本案中的田师傅与该公司属

于 “ 同 一 用 人 单 位 与 同 一 劳 动
者”，且以前有过一次试用期的约
定，因此，该公司不能借口工作岗
位发生变化，重新与其约定试用
期。从另一方面说，所谓试用期，
实际上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互
相了解、互相选择的一个过程，田
师傅在进入该公司时，曾有过一个
试用期，现在，双方原先订立的劳
动合同期满后，公司愿意继续留用
他，说明其对田师傅原先的工作是
认可的，根本不需要再次设立试用
期对田师傅的能力、为人等重新进
行考察和了解。 （梅 生）

劳动合同期满后续订，
更换岗位可否重新约定试用期？

■法眼观潮 朱泽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落实司法
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 受 到 公 平 正
义。”这是全体司法工作者前进
的号角，行动的指南，是党对人
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我国的社会经济虽快速发
展，但由于各种原因，仍然有
不少人在获取社会财富、化解
社 会 问 题 方 面 ， 能 力 相 对 较
弱，或因为突发事件而陷入困
境，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状态。
比如，当有维权要求，却无维
权能力；当有法定权利，却无
伸张渠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
弱势群体。为这些经济困难的
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让
他们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
师，改变无力诉讼等困难，事关

普通百姓的法治获得感，对于保
障公民的基本法律权益，解决社
会矛盾，促进司法公正和正义，
维护社会平衡、稳定与发展都具
有重大意义。

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
益为目的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人
类法制文明和法律文化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国家经
济、社会文明进步和法治观念增
强的结果，也是社会公益事业和
重要民生工程。因此，各级人民
政府及司法行政机关理应以平
等、公正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建
章立制，明确任务，规范程序；
通过探索，积累经验，采取措
施，夯实法律援助基石，解决法
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持续推动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应高度重视与扶持这项重要制
度，通过广泛宣传教育，扩大法
律援助覆盖面。在保障法律援助

专项资金方面，争取社会各界的最
大程度理解和支持，调动社会各方
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鼓励和支
持他们以自身资源，投身到法律援

助事业中，因地制宜地做大做强做
好法律援助工作，满足贫困群众、
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需求，让法律
的阳光照亮每一个人。

法律援助，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

记者 董小军 通讯员 梅生

北仑的胡律师向我们提供了一
个他正在代理的案件，他认为，这
个案件对于澄清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案当事人程某，患有心脏病
多年，时好时坏。两年前，她通过
别人介绍结识了男子姚某。两人交
往半年后，开始谈婚论嫁。程某原
本想把自己患病的情况告诉对方，
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没开口。去年四
月两人正式登记结婚后，程某一直
瞒着姚某偷偷服药。今年春节过
后，程某的病情突然严重起来，被

送进医院。姚某知道真相后，感到
自己受了骗，要求离婚。程某承认
自己有意隐瞒病情，也同意离婚，
但她同时表示，因为心脏病，她不
能正常上班，也缺少其他经济来
源，如果离婚，姚某应该承担相应
的医疗费用。但姚某以程某婚前隐
瞒病情为由而拒绝。为此，程某准
备向法院起诉，并找律师代理她与
姚某的这个争议。

胡律师表示，《婚姻法》 第二
十条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
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
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
费的权利。”因此，夫妻之间的扶
养义务，是基于夫妻关系的存在为
前提而产生的，并不因为疾病来自
婚前、一方婚前隐瞒病史而减轻或
免除，只要一方“需要扶养”，另
一方便必须无条件地给付扶养费，
而所谓扶养费，不但包括生活费，
还包括医疗费等必需的费用。程某
与姚某的这个案件，当事人程某当
初隐瞒病情确实有错，但两人后来
正式登记结婚，两人的婚姻关系便
受法律保护，因此，程某提出要求
姚某承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医

疗费用，于法有据，姚某不能也无
法逃避。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争议并
不鲜见。一些人结婚后，当一方患
病或遭遇飞来横祸时，有些配偶会
以各种理由选择“大难来时各自
飞”，这种做法不但不符合社会伦
理，也违反法律规定。为此，我们
搜集了曾经发生的案例，总结了以
下几种作为配偶不能逃避法定责任
的情况。

一方婚后患重病，配
偶责任难逃避

小茹来自贵州，三年前与同乡
赵某结婚，之后来到宁波打工。去
年 1月，小茹在鄞州姜山生下了一
女孩。赵某有重男轻女思想，对此
很不高兴，尤其是在得知小茹不愿
再生育第二胎后，更加生气，不仅
对尚未出院的小茹母女不闻不问，
甚至连医疗费用也不愿承担，两人
因此产生严重矛盾，并导致小茹患
上产后抑郁症，从此生活不能完全
自理。之后，小茹向法院起诉，要
求赵某承担扶养义务，并得到法院
支持。

【说法】
《婚姻法》 中所称夫妻扶养义

务，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
双方必须在经济上互相供养、在生
活上互相照料、在精神上互相慰
藉。姑且不论重男轻女是一种错误
思想，仅就小赵的行为对小茹疾病
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且小
茹已经处在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情况
下，赵某弃之不顾，也明显违反了
供养、照料、慰藉义务。而法律对
此类逃避行为是明令禁止的，小茹
有权诉请法院责令小赵承担相应的
责任。

平日实行AA制，一
方遭难配偶必须相助

李某与邓某结婚后，双方曾立
下一项“规矩”：婚前财产和婚后
各自所得收益都归各自所有；平时
的个人开支，各自负担；共同生活
费用实行 AA 制。去年 4 月，李某
外出时突然遭遇车祸受重伤，肇事
的无证司机虽被判刑，但无赔付能
力。为保证李某的治疗，在事故发

生后，其父母曾向他人借款 20 万
元。因此次事故李某丧失了生育能
力，其丈夫获知后，起离婚之心，
并以双方曾立有“规矩”为由，拒
绝对这笔借款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说法】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

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
同 所 有 。 约 定 应 当 采 用 书 面 形
式。”但必须明白，此规定所针对
的仅是财产权利的归属，并不包括
基于人身关系所产生的其他权利。
法律关于扶养义务的规定，并未区
分夫妻财产所有制形式，无论夫妻
就财产问题作出何种约定，都不能
据此免除法定的扶养义务。因此，
虽然邓某、李某曾立下“规矩”，
对日常生活的开支所需实行 AA
制，但对这笔用于治疗的借款，作
为丈夫的邓某是难以推脱的。

虽是半路夫妻，义务
并不打折

秦某与张某五年前再婚重组家
庭时，都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去
年 5 月，张某被查出患有直肠癌，
开始时，秦某尚能陪伴左右，并主
动提供治疗费用。但当她得知张某
需长期用药治疗、在世时间有限
后，便有了另外的想法：她不想把
自己所有积攒下的钱都用进去，以
避免出现“人财两空”的结果。因
此，她后来拒绝再为张某支付治疗
费用，认为相关责任应由张某的子
女承担。

【说法】
《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本案中的张某年近七旬，其子女对
其确有赡养义务。但赡养与扶养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发生在父母
与子女之间，后者则发生在夫妻之
间，两者不仅并不排斥，甚至各自
的义务人都必须在各自义务范围内
担责。本案中的当事人秦某不能因
张某有子女而推诿其自身的扶养义
务。同时，鉴于夫妻扶养义务是一
个不能按比例加以分割的整体，秦
某也不能借口双方是“半路夫妻”
而对自身的法定义务“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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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去年 8月，宁海的许女士

在一个购物网站上看中了一双
鞋子，由于她不熟悉网银支付
方式，便让家人帮其通过网上
银行付款。让许女士没想到的
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钓鱼”
网站，对方在获取了许女士的
网银信息后，当天就分两次转
走了其卡内近 2万元现金。发
现资金被盗刷后，许女士称自
己“立即前往银行，并在银行
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通过自动柜
员机更改了自己的密码，还向
公安机关报了警。”

既然是因为密码泄露导致
资金被盗刷，那么，在更改密
码之后应该没事了吧？抱着这
样一种想法，一个月后，许女
士又往该银行卡内存入了 5万
元用于购买理财产品。2 个月
后，理财产品到期，让许女士
傻眼的是，这笔还没来得及取
出的钱竟再一次被人划走了 3
万余元。

许女士认为，银行卡第二
次被人盗刷，银行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于是，她多次与银行
协商赔偿事宜，但双方各执一
词，无法达成一致。无奈之
下，许女士向宁海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承担赔偿
责任。

庭审时，许女士表示，第
一次在网上被诈骗，确实是自
己的责任。在遭到诈骗后，她
本想注销该银行卡，但银行工
作人员告知只要更换密码就可
以避免现金被盗刷，自己于是
打消了这个念头。因此，许女
士明确表示，“因为银行工作
人员的工作失误，自己才发生
了更大损失，银行应当赔偿自
己之后被盗刷的损失。”

被告银行则认为，盗刷发生
是因为许女士进入钓鱼网站购
物，导致自身的银行卡信息泄
露。第二次盗刷发生时，客服人
员明确告知许女士查询余额与挂
失的关系和风险，但许女士坚持
自己取款，由于 ATM 机有每日
取款数额的限制，导致其留存在
卡内的金额再次被盗刷，相关损
失应由其自己承担。

宁海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我国 《民事诉讼法》，当事人对
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许女士持有的银行卡被他人
通过手机银行盗刷，造成了损失
的事实清楚，但许女士对于其提
出银行工作人员告知更换银行密
码即可防范盗取，存在工作失误
等情况没有证据加以印证，依法
驳回其诉讼请求。

【说法】
储户在发生信用卡被盗刷情

况时应当具有取证意识，如立即
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告知账户异常
变动情况，办理挂失，并向银行
查询可疑交易发生的时间、地点
等基本情况。必要时应记录银行
客服人员编号和姓名，尽量保存
录音、录像资料以便后期取证。

当前，不法分子通过电信技
术、黑客技术等手段，窃取银行
卡信息进而盗取卡内资金的违法
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被盗刷的资
金一般也很难被追回。储户在使
用银行卡时一定要妥善保管自己
的卡号、密码及绑定银行卡的手
机，不要点击不明链接或图片，
发现信用卡被盗刷后一定要及时
挂失并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作
为银行也应时刻对客户的银行账
户保持基本的注意义务，加强对
反常资金流动的追踪监管。

（郑珊珊）

卡内现金被盗刷，
储户银行谁之过？

近日，宁波市检察院被最高
人民检察院授予“第九届全国检
察机关文明接待室”荣誉称号。
这是 2008 年以来该院连续三届
获得此殊荣。

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
室”每三年评选一次，它是最高
人民检察院为表彰地方检察机关
在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以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保护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中的“窗口”形象而设立的最
高荣誉。

近年来，宁波市检察院以争创
“全国文明接待室”为抓手，积极
探索信访防范机制，全面落实控告
申诉首办责任制，切实解决群众反
映的突出问题，着力化解涉检信访
矛盾，推进控告申诉工作的全面发
展，为构建“法治宁波”“平安宁
波”作出积极贡献。

（吴国昌）

宁波市检察院获“全国检察机关
文明接待室”三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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