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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驾车已成为
很多人的一项基本生存技能，为
此，人们需要到驾校跟着教练学
习驾驶。但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个
问题，即使有教练指导，并且是在
固定的训练场所练习，仍可能发生
意外事故，给自己或他人带来财产
甚至人身的损失。如果真的遭遇了
这样的不幸，因此产生的各项损失
应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慈溪市人
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案，向我们提供了这一问
题的答案。

两年前，彭某向某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学校报名学习开车。一天，
彭某在教练员唐某的指导下，在道
路上进行驾驶训练。当他开着教练
车右转弯时，与沈某驾驶的二轮摩
托车发生碰撞，沈某摔倒受伤，两
辆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事故发生后，沈某被送往医院
治疗，被诊断为右枕硬膜外血肿、
右枕骨骨折、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
血、颅底骨折。交警部门经调查认
为，教练员唐某疏忽大意，对事故
承担主要责任；沈某驾驶摩托车在
非机动车道行驶且未戴头盔，负次
要责任。去年 5 月，经司法鉴定，
沈某因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等
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在结束治疗后，沈某就赔偿事
宜与唐某、驾校及教练车投保的保
险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但因在赔
偿金额上争议较大，无法达成一
致，沈某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教练员唐某、驾校及保险公司
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
损失共计47万余元。

今年 3 月，此案正式开庭审
理，经过法院对各项有争议费用的
梳理，最终确定沈某的总损失为约
30 万元。庭审后，因唐某作出愿
为挂靠单位驾校担责的承诺，原告
沈某因此撤回了对驾校的起诉。

法院审理后作出了以下判决：
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
赔偿11.5万元，另在商业第三者责
任险限额范围内赔偿9.6万余元；按
照交警部门对被告唐某在本起交通

事故中担主责的责任认定，法院酌
定唐某对不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的
其余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

如何理解学员肇事的
责任分担问题？

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学习驾驶
者肇事引发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赔偿
案，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划分和确定
各方责任，并作出相应的经济赔
偿。为此，我们采访了律师李晴
波，请他就此问题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是关于驾驶学员，即直接
肇事者彭某的责任问题。李晴波表
示，所谓学员，就是指尚在正规的
驾校学车还没有取得驾驶证者，出
于安全考虑，法律明确规定，学员
练习驾驶时必须有教练员随车指
导。因此，对于尚在学习中的学
员，显然不能按照驾驶员的标准来
要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 第 20 条的规定，学员在教
练的指导下进行驾驶时，如果有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或者造成
了交通事故，应当由教练员承担责

任。
其次是关于教练员与驾校的责

任问题。按照教练员与驾校之间的
法律关系，教练员上岗工作，其实
是在履行职务，如果发生意外事
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由驾校承
担。

作为一种经营性组织，驾校肯
定会考虑其在经营活动中可能面临
的风险，因此，驾校都会给学习车
辆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但考
虑到成本支出，很多驾校投保的
商业保险一般是有限的，当发生
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的经
济损失比较大时，商业保险获得
的赔偿就可能不足，必须由驾校
作实际承担。

在这个案件中，有一个特殊的
情况，即教练员唐某的车是挂靠在
驾校的，原告起诉后，唐某主动作
出承诺，由他承担本应由驾校承担
的责任。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唐
某与驾校之间有过约定，学员驾车
发生意外时，驾校不承担责任，由
教练本人承担损失。之后，原告主
动撤销了对驾校的起诉，这样，相

应的赔偿责任等于由唐某承担了。
从严格意义上说，原告沈某的撤诉
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

学员和教练应有风险
意识

审理本案的法官表示，按照我
国法律，学员在正常的驾驶培训过
程中发生车祸致第三方损伤的，一
般情况下，学员本身肯定不需要承
担赔偿责任，由教练车保险公司在
保险赔偿范围予以赔偿，不足部分
由教练、驾驶培训机构一方或共同
承担赔偿责任。但尽管如此，任何
一个学习者，在整个学车过程中，
都应增强安全意识，珍爱生命，小
心驾驶，因为很多损失不是金钱赔
偿能够挽回的。而作为教练员，
则应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高度的
危机感，驾驶员培训教练是一个
责任特别重大的特殊岗位，没有
任何理由疏忽，必须严肃教学，
全力确保学员和他人的安全，避
免出现事故造成人员和其他不必要
的损失。

驾校学员学车肇事，谁来担责？

很多人会在家门口放置鞋
架，进门时会将价值几百上千元
的名牌鞋随意脱放，因此而被窃
贼盯上，特别是在一些未安装门
禁系统、物业巡视较为松散的住
宅小区，这种窃案更易发生。近
日，象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了多起
窃贼对门外物“顺手牵羊”案，
这对疏于防范者是个警示。

顾先生租住在象山某小区，
他有个习惯，喜欢把鞋子放在家
门口的楼道里，不想引起了小偷
的注意。

去年年底的一天，史某、王
某行至顾先生的出租房楼道处，
见四下无人，迅速将 2双女运动
鞋和 1双女靴藏进预先准备的袋
子里。之后，两人又到附近住户
的家门口偷了 3 双运动鞋、5 双

皮鞋和1双休闲鞋。
无独有偶，住在公司宿舍的

黄女士和室友则遭遇了更为尴尬
的情况：连续两次发现内衣失
踪，而黄女士和室友都习惯于把
衣服晾在公共洗晒处。后通过监
控发现，是住在附近的村民朱某
在夜间溜至三楼洗晒处偷走了内
衣，之后，他因偷窃电动车被抓
获。

象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史某、王某、朱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多次结伙窃取他人财
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
史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王某有期
徒 刑 八 个 月 ， 皆 处 罚 金 1000
元；判处朱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元。

（王萍女）

窃贼盯上门外物品
鞋子内衣不翼而飞

■法眼观潮 朱泽军

“钟点工”在为雇主提供服
务过程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相
关责任是由雇主承担，还是由家
政公司、中介公司，抑或“钟点
工”自己承担，这是一个值得引
起关注的问题。

近日，一位马姓“钟点工”
到法院信访室诉说，称自己经中
介所介绍，受雇于一对老年夫
妇，为他们做家务。不久前的一
天，她在做午饭时，不慎将刚
出 锅 的 肉 汤 打 翻 ， 右 手 被 烫
伤，部分皮肤剥落。虽经及时
医治未酿成大祸，但右手数月
内不能触水，无法从事相关劳
动。为此，马女士要求中介和
雇 主 给 予 经 济 赔 偿 。 但 中 介
称，他们只为马女士劳务提供中
介服务，无由就此担责。雇主虽
同情马女士遭遇，但认为马女士
受伤系其自身未注意安全所致，
并非雇主责任。

一般认为，“钟点工”在雇
佣活动中受伤，应当按照其与雇
佣方各自是否存在过错或过错大
小来决定责任问题。作为中介机
构，主要是起牵线作用，并不参
与家政服务管理，故不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如果马女士是受家政
服务公司派遣，公司又收取了相
应费用，则其对马女士负有管理
之责，这样就需要承担一定的责
任。另外，马女士在服务过程
中，未注意安全，对事件的发生存
有主要过错。尽管如此，依照公平
原则，作为受益人的雇主，应给予
马女士适当的经济补偿。

“钟点工”作为以小时计算
获取劳动报酬的用工形式，与传
统的保姆不同，与雇主间并非稳
定的雇佣关系。实践中，一旦发
生人身损害等事件，常令各方陷
入困境。为预防和有效化解意外
人身损害事件，“钟点工”在选
择家政服务机构时，应注意挑选
有资质、信誉好的公司，签订书
面合同时，留意彼此权利义务等
约定。雇主若长时间雇用固定的

“钟点工”，依经济能力，可为该
“钟点工”购买相应的商业保
险，以保险化解风险，表示对

“钟点工”的关爱，相信“钟点
工”一定会以实际行动回报雇
主。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
通过家政服务公司等机构，加强
对“钟点工”的监督管理、教育
培训，充分保障“钟点工”的合
法权益。

钟点工：需要一份
更实在的安全保障

我市公安交警部门根据省公安
厅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
一轮“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
系列行动，并实施交通违法“现场
严管”，该行动将持续到年底。

本次行动整治的重点对象为公
路客运、旅游客运、危化品运输车
辆、重型货车和电动三 （四） 轮
车、二 （三） 轮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以及“三乱两驾一牌证”“三
超一疲劳”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整治的重要路段为全市 100条严管
道路，112 个小城镇的“车乱开”
专项治理道路；省、市级道路交通
事故多发点段；城区主、次干道，
交通流量较大的国省道、县乡道及
农村道路等。

其间，交警部门将组织警力上

路执勤，依托交警执法站、公路治
超站、非机动车 （电动自行车）
现场教育点、智能警务亭及路面
执法装备，强化路面现场违法查
处力度。同时，交警部门还将借
此行动大力推进对小城镇“车乱
开”的整治。在节假日、民俗活动
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围绕出镇出村
路口、农村道路施工路段、隧道等

重要道路节点，依托“两站两员”
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和宣传，重点针
对酒后驾车、面包车超员、低速载
货汽车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不
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和纠
正。

在海曙区古林、集士港、高桥
等地的乡镇道路，原先违法停车
多，交通秩序混乱。经过整治，状
况已有明显改善。

截至 5月底，我市交警部门已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7万多起。交警
相关负责人表示，交警部门将以超
常的决心和手段，对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零容忍”。

（王晓峰 陆明光 林森）

新一轮“一创一治”行动开启

我市交警“铁拳”整治交通违法

【来函照登】
今年 5 月 14 日，本版刊登

《房屋转让，卖方违约只需双倍
返还定金？》 一文，针对房屋买
卖交易中，卖方为获取更大利益
而恶意违约，买方如何维护自身
权益作了详细介绍。近日，我们
收到海曙法院西郊法庭陈增宏庭
长的来信，他对该文作了充分肯
定，同时补充了一个观点，我们
对此深表谢意。下面是其来信的
主要观点：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
三条，在一般情况下，合同双方
当事人非经协商一致，不得解除
合同。当合同当事人一方违约
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
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
继续履行合同，以最大化地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该文提及的
案例中，因为房屋涨价，卖方恶
意违反双方当初签订的房屋买卖
协议，对此，买方除了可要求卖
方承担定金罚则外，还可以向法
院起诉要求卖方继续履行转让房
屋所有权的义务 （如果转让房屋
所有权的义务因各种原因确实无
法履行，如作为合同标的房屋已
转售给他人，此起诉无实际意
义）。也就是说，在面对卖方违
约时，买方维护自身权益的方法
并非仅有要求损害赔偿这一种途
径，当事人可以有多种维权方式。
当然，作为买方，如果自愿放弃要
求对方继续履行合同的义务，转而
要求对方赔偿损失也是完全可以
的，两者并无先后之分。

郑某系某清洗技术公司股
东，公司名下的银舟 15 号船舶
负责在海上接收其他轮船上产生
的油污水，并送往指定的环保公
司或者特种油品公司进行处理。

去年 5月底的一天晚上，该
船船长赵某在郑某的授意下，伙
同船员余某、吴某和王某，用潜
水泵接软管输送的方式，将该船

油污水舱内的油污水非法倾倒在
北仑区白峰街道司沿码头的雨水
沟内，共计排放20分钟左右，非
法倾倒油污水 3吨以上，后部分
油污随雨水流入海涂，致使海涂
上水草及海水沾染油污，附近海
面油花明显。经查实，该油污水
为油水混合物，属于危险废物。

事发后，当地环保部门依法

对该公司作出罚款十万元的行政
处罚，检察机关则以郑某、赵某
等人的行为已触犯污染环境罪向
法院提起公诉。

近日，北仑区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这起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的
刑事案，由于案情复杂，法院将
择期对此案作出判决。

（黄宇 文/摄）

北仑法院审理一起污染环境刑事案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被污染的水面和植物被污染的水面和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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