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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生活
Fa Lü Yu Sheng Huo

法律问答
Fa Lü Wen Da

“弘扬工匠精神，寻找最美交警”之五

【问题】
尹某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的

劳动合同中约定，“在劳动合同履
行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纠纷，只能通
过双方协商或申请劳动行政管理部
门解决，不得向法院提起诉讼。”去
年10月尹某离职后，公司仍拖欠其
2万余元工资未结清，尹某决定诉请
法院处理。但因当初签订的劳动合
同中，自己已同意“不得起诉”，他
因此担心自己不再享有起诉权。尹
某问，他究竟能否因此起诉公司？

【说法】
为了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

纠纷，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通过诉讼程序给予司法救济，是国
家承担的保护不同社会主体合法权
益的基本义务。诉权不仅是当事人
发起诉讼，要求法院公正裁判的基

本权利，也是国家赋予公民获得司
法救济的基本权利，只要符合相关
要件，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
任何方式剥夺公民的诉权。

本案中的尹某虽然曾与某公司
约定“劳动合同履行中的一切纠
纷，只能通过双方协商或申请劳动
行政管理部门解决，不得向法院提
起诉讼”，且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
示，但诉权的意思自治不同于民事
合同的意思自治，因为两者分别涉
及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在私法领
域，民事主体的确可以依据自由意
志处分自己的权利，只要不违反法
律禁止性规定，都具有法律效力。
但诉权属于公法领域，当事人对诉
权的意思自治只有符合法律规定才
有效，而从前面分析可知，“不得
起诉”的约定与国家的基本立法精
神相背离。

在本案中，某公司与尹某关于
“不得起诉”约定，实际上对尹某
无法律约束力。《劳动合同法》 规
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的劳动合同无效；“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的某公
司与尹某所签订的“不得起诉”的

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尹某可不受此约束，凭欠薪
条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向原公司追
讨。 （梅生）

劳动合同约定“不得起诉”，
能否再要求法院判令支付欠薪？

记者 董小军

开车吸烟被罚不服提
起行政诉讼

2017 年底的一天，周某在驾
驶轿车时习惯性地抽起了香烟，在
经过上海市区某路口时，其左手持
烟并放置于车窗外，被交警部门发
现，并因此受到罚款 200元的行政
处罚。

周某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撤销该处罚。周某认为，驾驶
中吸烟的行为并不违反规定，其理
由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三） 项，共
列举了驾驶员驾驶机动车的 8大禁
止性行为：（一） 在车门、车厢没
有关好时行车；（二） 在机动车驾
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
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三） 拨打
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
全驾驶的行为；（四） 下陡坡时熄
火或者空挡滑行；（五） 向道路上
抛撒物品；（六） 驾驶摩托车手离
车 把 或 者 在 车 把 上 悬 挂 物 品 ；

（七）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 4 小时

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分钟；（八） 在禁止鸣喇叭的区
域或者路段鸣喇叭。这八条禁止行
为并不包括吸烟，交警部门因此对
其进行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判决精彩说理

上海交警对周某开车途中吸烟
行为进行处罚究竟是否有法律依
据？且看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对此
案的判决：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适
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二条第 （三） 项规定，认定原
告驾车过程中抽烟等相关行为属妨
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否准确。该条
例第六十二条第 （三） 项明确列举
了驾驶机动车时不得有拨打接听
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的行为，但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样态各异，法
律规范制定时无法穷尽列举，因
此 ， 除 了 该 条 例 第 六 十 二 条 第

（三） 项明确列举的这两种情形之
外，也需禁止在驾车时实施其他
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对于明文
列举之情形，因系法定，无须论
证，属条文规制范畴；而对于明文

列举之外的情形，不能随意作扩张
性解释，必须契合法律条文内在立
法精神，且待证行为应引致与明确
列举事项相同或相似后果时，方可
进行扩展适用。

就本案而言，原告周某驾车驶
过涉案路口时吸烟，左手持烟并放
置于车窗外，显然会影响原告对道
路交通突发情况的有效处置，对
原告自身及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
的人身、财产均产生较大的道路
交通安全风险，其危险程度并不
亚于驾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
看电视，该行为已经构成妨碍安全
驾驶。

因此，被告据此认定原告周某
的行为属于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
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 第六十二条第 （三） 项规
定，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九十条规定，对其以简易程序作出
处罚决定，法律适用正确，执法程
序合法。据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编后】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驾驶
汽车已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生活技

能，与此同时，由于车辆的不断增
加，道路交通状况变得越来越复
杂，需要严格实施相关的法律法
规，以构筑规范、有序的交通环
境。

严格遵守驾驶法规，是每一个
驾驶人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规范
交通秩序，也是对驾驶者本人，特
别是他人生命权益的尊重。在现实
生活中，人们对于非常明确的法律
规范大都持敬畏态度，基本能自觉
遵守。但仍然有不少人对现行的一
些法规在理解上存在偏差，喜欢按
照自己的意愿来解释法律，其中，
关于开车途中吸烟是否属于违反交
通法规，就是一个认识模糊的问
题。不少人认为，私家车辆是一个
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行车中吸烟并
不会影响他人的利益。实际上，无
数事实已经证明，所有对相关法律
的模糊认识，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
果，譬如吸烟就会分散注意力，并
因此导致事故的发生。上海市铁路
运输法院向全国公众公布的这个案
例，不仅普及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的法律知识，对于广大驾驶人来
说更是一种权威和有效的提醒：驾
驶车辆时应杜绝吸烟行为。

【案情】
助人为乐是一种传统美德，但

有时主动帮助他人也可能使自己的
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失，在此情况
下，帮助他人者能否获得适当的补
偿呢？近日，宁海县人民法院处理
的一起纠纷，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
答。

今年9月，62岁的李先生因身
体不适住院，与向某住同一病房。
一天，向某去做身体检查，走到病
房门口去坐轮椅时不慎摔倒，李先
生见状立即上前，准备将其扶上轮
椅，由于轮椅未固定住向后滑行，
李先生支撑不住摔倒在地，导致手
掌受伤，共花去医药费5000余元。

事后，李先生觉得自己是为了
帮助向某而摔倒，不管是出于法律
角度还是道德角度，向某应赔偿其
全部医药费。但向某认为，自己并
没有要求李先生帮忙，李先生的摔
倒与自己并无关系，因此不愿承担
责任。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之后李
先生向宁海法院起诉，要求向某赔
偿其全部医药费。

【说法】
根据 《民法总则》 第 183 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致使自己受到
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
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
事责任，受害人要求补偿的，受益
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在此案中，李先生因上前搀扶
向某摔倒受伤，符合因见义勇为受
伤的标准，按照相关法律其有权利
要求受益人向某给予适当补偿。但
必须指出，补偿是基于公平原则，
由受益人支付给对方的一种费用，
与因过错或侵权所支付的赔偿在性
质上是不同的。

本案双方当事人后经法官调
解，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向某自
愿补偿李先生10%的医药费，并对
其主动帮助自己的行为表示感谢。

（郑珊珊）

主动帮助别人受伤，
能否要求补偿？

2014年 1月，宁海的鲍某经人
介绍认识了杨某，经过一段时间的
相处，两人举办了订婚酒，鲍某按
当地习俗支付给对方 5万元聘礼。
两人在共同生活了20多天后开始分
居，同年 7月，鲍某要求立即与杨
某正式结婚，杨某明确表示不同意。

鲍某的家人因此认定杨某是在
骗婚，而杨某称，自己只是想晚点
再正式与鲍某登记结婚。

之后，双方多次因结婚登记等
问题发生争吵，鲍某家人提出，既
然杨某不愿结婚，就该返还聘礼。
但杨某表示，自己并无过错，而且
这笔钱已用于两人的日常生活，拒
绝返还。

2014年 9月，鲍某向宁海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杨某归还聘金。法

院经审理，判决杨某返还鲍某聘金
3万元，判决生效后，杨某迟迟未
返还，之后，鲍某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杨某依
然置若罔闻，且态度恶劣。之后，
因为拒不申报财产及有履行能力而
拒不履行，杨某两次被法院处以司
法拘留 15 日的处罚，并被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11 月 14 日，执行人员再次依
法传唤杨某，要求其履行判决或拿
出可行的还款计划，否则将对其采
取强制措施。杨某当即开始哭闹，最
后竟躺倒在地打滚，执行人员见此，
准备依法将其送拘，此时杨某才慌了
神，并联系家人与申请执行人协商，
最后一次性支付了全部执行款。

（关耳）

撒泼打滚抗拒执行 招数用尽仍难过关

在市车管所车辆查验区，吴
优正与几名同事一起查验一台轿
车，仔细查看后，终于发现了几
处被焊接的痕迹，吴优判断这是
由两辆事故车拼接而成的。这辆
企图蒙混过关的“问题车”因此
被吴优和同事们拦截下来，保障
了购车人的合法权益。

2001 年，吴优从警校毕业
后成为一名交通民警，之后他在
事故中队干了 12 年。2016 年，
吴优通过竞聘成为市车管所牌证
科副科长。

目前，在交易的二手车中，
有不少曾出过重大交通事故，如
果不能准确将这类车子查出，不
仅会损害购车人的经济利益，而
且容易引发新的事故。在交通事
故处置一线工作的经验，使吴优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通过
查验发现可疑之处，让问题车

“现形”，是防止问题车辆流向道
路的最后一关。吴优的工作平凡
且重要，除了能帮市民把关，有
时还能帮助侦破一些刑事案。

2017年 6月，市民刘某从江
苏某二手车商处购买了一辆帕萨
特轿车。在登记站办理转入查验
时，吴优发现车辆的发动机号有
重新打刻的痕迹，于是将该车辆
转到了市车管所牌证科嫌疑车辆
检查岗。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
车辆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均有重
新打刻的痕迹，且车辆档案中合

格证和发票均涉嫌伪造。
经过锲而不舍的追查，最终

发 现 这 辆 车 的 背 后 有 “ 大 乾
坤”——原来该车与同批另外的
19 辆车均属于江苏某单位，某
二手车商将该批车辆骗到手后全
部改头换面，在更换车辆身份信
息后重新注册登记并进入市场流
通，总涉案金额超过 200 万元。
在吴优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刘某
追回了自己的购车款，该案也被
移交至江苏公安刑侦部门，最终
破获了一起重大违法犯罪刑事
案。

今年 1月，一辆丰田凯美瑞
轿车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办理转
移登记，查验人员通过仔细查验
发现，该车车架号所在横梁焊点
异常，遂移交车管所嫌疑车辆调
查岗。吴优和同事们深挖线索，
并通过对接宁波市保监会，成功
还原了该车的真实身份：原来该
车 2013 年曾发生过严重车损交
通事故，存在以其他车辆“顶
包”的违法嫌疑。

在技术还原该车的真实发动
机号后，办案民警通过全国被盗
抢汽车信息系统，查到一辆江苏
车牌的被盗轿车与嫌疑车辆特征
吻合，进一步固定证据后，此案
被移送至相关部门作进一步侦
查。

（记 者 王晓峰 通 讯 员
陆明光 周瑾）

吴优：
“火眼金睛”的验车能手

林某曾在装修公司担任水电
工，对毛坯房的电线铺设情况比较
熟悉。2018 年 4 月至 5 月间，他多
次进入杭州湾新区某小区毛坯房，
用尖嘴钳等工具剪断开关电源连
线，抽出墙体内管线中已安装的电
线后变卖，累计作案 20 余次，共
窃得铜芯绝缘电线 2万多米，价值
4万余元。

林某把偷盗来的铜线卖给了收

废品的邹某。去年5月11日，邹某
又从林某处收购了 86 斤铜线，当
他骑着三轮车拉着这批铜线到小区
门口时，被物业工作人员拦住，林
某偷盗毛坯房电线的行为因此败
露。

近日，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
理，判决林某犯有盗窃罪，判处有
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2万
元。 （小霞）

贼眼瞄准毛坯房
一月作案二十起

上海法院公布案例辨明是非上海法院公布案例辨明是非

开车吸烟被罚开车吸烟被罚，，别喊冤别喊冤

近日，上海法院向社会公布了

一个已生效的判例：驾驶人在开车

途中吸烟被明确判为违反交通法

规，需承担相应责任。这个判决对

引导人们安全规范驾驶有突出意

义，对习惯在开车时吸烟的驾驶人

更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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