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生活中，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玩耍、就
餐、学习时，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如
在游乐场玩耍中不小心受伤、在饭店吃饭时不小心
砸坏了物品……

面对这些“小意外”，该如何处理？责任应该由
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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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初，小贝在使用社交软
件时，偶然刷到一个用户。打开社
交软件一看，发现他常穿着警服，参
加一些“警务活动”。这让一直都对
警察这个职业很崇拜的小贝心生好
感，一来二去两人便熟络了。

没过多久，这位“童警官”便
与小贝确立了恋爱关系。他表示自
己与小贝交往是以结婚为目的，这
令小贝十分感动。于是当童某称自
己在境外执行任务没钱，或师傅急
需用钱，或身上没钱吃饭的时候，
小贝都毫不怀疑地给他转了钱。童
某见小贝如此信任自己，向小贝开
口要钱的频率就越来越高、数额也
越来越大。事后，小贝也曾要求

“男友”归还借用的钱款，但童某
总是敷衍，态度也越来越冷淡。心

灰意冷的小贝在催讨无果的情况
下，前往派出所报案，希望能够挽
回损失。

令她没想到的是，警方侦查发
现，这位网络结识的男友竟然是一
个冒充警察招摇撞骗的骗子。

经查，2019 年至今，童某购
置了大量警察制服与带有警察标记
的各种物品，在现实生活中穿戴警
服招摇过市，在网络世界构造警察

“人设”，向多人骗取钱财，数额有
20 多万元。

据审查，童某以“警察”名义
骗取钱财的受害者近十人。海曙检
察院以招摇撞骗罪对童某提起了公
诉，海曙法院依法判处童某有期徒
刑五年十个月。

（董小芳 孙琳洁 姚佳怡）

冒充警察招摇撞骗
一男子获刑五年十个月

“被告人胡某某对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近日，一起
拒执罪案件在慈溪法院公开宣判，
被告人胡某某在有能力履行法院裁
判文书的情况下，恶意转移资产，
妨害法院执行，最终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二年。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因做
生意资金周转不灵， 胡 某 某 陆 续
向 4 人 借 款 共 计 98.97 万 元 。 但
是，她的资金困境终究没能得到
缓解，借来的钱一直没能悉数还
上。2018 年 9 月 4 日，4 个债权人
分别向慈溪法院起诉胡某某，要
求其归还借款及利息。同年 10 月
15 日，法院在分别审理 4 个案件

后，判决胡某某应履行相应的还
本付息义务。

其实，在上述案件审理期间，
胡某某从前夫沈某某处以现金的形
式领取了 43.6 万元拆迁补偿款，并
于当日将其中 16.5 万元转移给他人
使用。判决生效后，胡某某并没有
赶紧将法院判决的债务还上。本案
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胡某某依旧

未履行还款义务，又将剩余拆迁补
偿款 27 万余元等款项转移给他人
使用。

2021 年 2 月 18 日，因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胡某某被公
安机关抓获。按照胡某某的说法，
她得了拆迁款，手上确实有点资
金。但是，当时她并没有打算先履
行法院的判决，反而拿着这笔钱转
头投资做起了塑身衣、灵芝生意，
可惜生意失败，这些钱终究“打了
水漂”。

到案后，胡某某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犯罪事实，并与 4 名申请执行
人达成和解协议，目前已偿还债务
17 万余元。

（罗炜协 陆超群）

转移拆迁补偿款逃避执行
一女子因犯拒执罪获刑

■法眼观潮 朱泽军

春节将至，有一个话题不能
不说，那就是：饮酒。

近日，不少地方发出了“文
明聚餐，适量自愿饮酒”倡议。
适量饮酒是一个身体健康问题、
社会风气问题，有时也是一个法
律问题。这些年，同饮者担责、
劝酒者赔钱、因喝酒对簿公堂的
事例，虽不能说层出不穷，但屡
见不鲜。许多案件，教训沉痛而
深刻，令人深思。比如，明知对
方 不 善 喝 酒 ， 或 已 经 过 量 饮
酒，仍言语要挟、刺激对方，
甚至野蛮灌酒。又如，没有将
醉酒者安全护送到家。再如，
对醉酒者驾车，熟视无睹不予
劝阻等等。虽“成年人行为后
果自负”，但组织者、劝酒者、
同饮人等多难辞其咎，需要承担
一定的法律责任。

新春佳节，亲友们分享过去
一年收获与幸福。家庭聚餐也
好，走访挚友也罢，把酒言欢之
际，理当热情待人，但不可强行
劝酒。毕竟，过量饮酒有着损害
身体、意识不清、难以控制自己

行为等潜在危险。就算是事先签
下所谓“生死状”之类，在法律
上也多站不住脚。既然这样，不
如文明饮酒，彼此少些风险。同
时，饮酒中如果发现共饮者有酗
酒、醉酒等异常表现，须及时提
醒、劝阻。对醉酒可能危及其人
身安全的，共饮人需要相互关
照，给予必要的扶助。要履行相
应的义务，比如，照看其随身携
带物品，或亲自将其护送至家
中，或通知其家人，严重醉酒者
则要考虑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最后，引用本市某法院审理
的一起因饮酒致人死亡损害赔偿
案民事判决书中一段内容，让大
家引以为戒：某某某 （饮酒） 意
外身亡，于其亲人而言，不管是
年迈的父母，还是成年不久的孩
子，失去至亲确属悲恸。本案五
位同饮者与某某某系昔日工友，
别离数载后的相聚，本应是开怀
叙旧美好时光，但宴席后一别却
天人永隔，难免唏嘘痛心，乃至
自责。然，逝者已逝，无论最终
赔偿金额多寡，均无法挽回某某
某的生命，亦无法完全消除其家
人精神上的悲痛……

饮酒，也得有点法律意识

春节临近，横溪镇人大日前
组织新一届区、镇两级人大代表
在禁放点宣传 《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 和 《宁波市经营燃放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宁
波市经营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规定》 开始施行。《规定》 中对
非限放禁放区域范围作了调整，
明确指出在机关、中小学校、养
老服务机构、高层建筑等地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大姐，你好。《宁波市经营
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虽
然划定我们横溪镇是烟花爆竹非
限禁放区域，但是像你们小区这

样十层楼以上的高楼，还是严禁
燃放烟花爆竹的。”横溪镇人大
代表、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横溪派
出所教导员姚俊杰说。“如果您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燃放
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
花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
燃放，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居民们纷纷表示，会遵守相
关规定，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图为人大代表向群众宣传经图为人大代表向群众宣传经
营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相 关 规 定营 燃 放 烟 花 爆 竹 相 关 规 定 。。

（黄渝 文/摄）

请遵守烟花爆竹禁放规定
横溪镇人大加强法制宣传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尹杉

在游乐场所受伤
能否让经营者赔偿？

去年的一天，李某带 4 岁的女
儿小小到一家游乐场玩蹦床。其
间，小小多次从一处斜坡顶部往底
部跳，结果一不小心，在翻滚中受
了伤，造成骨折。

李某认为，游乐场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且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遂起诉至鄞州法院，要求游乐场赔
偿 3 万余元。

鄞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小玩
蹦床时，李某自己低头看手机，没
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孩子的危险行
为，未尽监护义务；被告虽张贴了
入场须知，但其作为游乐场所的经
营者，不仅要加强设施的管理和维
护，还需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防范事
故发生。双方对事故的发生均有过
错，遂判决被告承担 20%责任，驳
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该案二审维
持原判。

法官说：
游乐场的经营者对其场所内活

动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在
经营活动中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
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

此外，未成年人的父母作为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生
命健康权不受侵害负有监护责任，
若未尽监护职责，对损害的发生亦
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
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
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
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

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
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打篮球中受伤
能否向一起打球的人追偿？

小李和小韩均系职专学生。一
天放学后，二人相约在学校篮球场
打篮球。不料，争抢篮板球时，小
韩无意间致小李左眼受伤，并最终
导致小李左眼外伤性视网膜脱离，
伤残八级。随后小李诉至法院，要
求小韩赔偿损失。

法院一审认为，小李参加篮球
运动，应视为自愿承担比赛产生的
风险。小韩与其争抢篮板球系正常
竞技行为，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据此判决驳回了
小李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
判。

法官说：
所谓“运动有风险，参与需谨

慎”，竞技体育运动本身即具有群
体性、高强度对抗性及人身危险
性。职专学生已具备相应的认识和

判断能力，在明知篮球活动存在危
险的情况下，仍自愿参与，应视为
愿意承受因可能发生的危险所带来
的后果，即同意自甘风险。若其他
参加者没有侵害故意或严重违反比
赛规则，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
条第一款：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
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

不小心砸坏他人物品
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承担？

2021 年 4 月 ， 小 吴 （7 周 岁）
跟随母亲童某至某餐饮店就餐。其
间，童某低头看手机，小吴便拿着店
里的水果盘旋转。一不小心，果盘掉
落，大理石桌面被砸坏。双方为此产
生纠纷并报警，后多次协商未果。餐
饮店遂起诉，要求赔偿桌面损失，
后经法院调解，双方和解。

法官说：
此种情况，孩子的监护人应承

担侵权责任。如果监护人举证证明
其已尽到了监护职责，那么可以减
轻其责任。该规定一方面能够更好
地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其
受到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另一方
面也可以促使监护人更认真地履行
自己的监护职责，减少侵权事件的
发生。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
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
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委托邻居照顾的孩子打人
到底应该由谁来赔偿？

刘某与陈某系邻居，某日刘某
因急事出门，将 6 岁的儿子成成交
由陈某帮忙照顾。随后，陈某带成

成到小区门口玩耍。不料，成成在
玩耍中将另外一名小朋友打伤，对
方要求赔偿。后经法院主持调解，
刘某和陈某分别向对方支付了部分
赔偿款。

法官说：
现实生活中，监护人将子女委

托他人临时照管的情形普遍存在，
但委托他人监护并非监护关系的转
移，在此期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责任还应由监护人承担，监护
人的职责并不由此而减轻。受托人
是代为履行监护人的部分监护职
责，若其无过错，不需要承担责
任；若存在过错，则应按照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十九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
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的，监护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受托人有过错
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培训机构受伤
机构是否要担责？

5 岁的小凡在一家舞蹈机构训
练下腰动作时，不慎摔倒并导致小
臂骨折。后小凡父母起诉要求舞蹈
机构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法院
审理后认为，舞蹈机构应当知道幼
儿的生理特点，但对小凡单独完成
下腰动作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没有
采取预防和避免损害发生的相应措
施，未尽到教育、管理的法定义
务，遂判定被告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

法官说：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时适用过
错推定原则，即依照法律规定推定
教育机构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举一
动，都与教育机构有着莫大的关
系。倘若在生活、学习期间遭受伤
害，教育机构应承担证明已尽到教
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举证责任，
否则将推定其存在过错，需承担赔
偿责任。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孩子在公共场所遭遇孩子在公共场所遭遇““小意外小意外””
责任该由谁承担责任该由谁承担？？

少先队活动少先队活动 （（唐严唐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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