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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二中师生
直击审判现场受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黄航斌）“请带被告人出
庭！ ”随着审判长法槌落定，一名身着囚服的
被告人被法警带上“法庭”。日前，郴州市临武
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林业刑事审判专项活动
在临武二中体育馆举行， 临武二中 800 多名
师生“零距离”旁听了一场生动、真实的因人
为失火导致森林火灾、 林业资源受损的案件
宣判全过程。

庭审现场， 临武县人民法院审判庭审判长
对 4件因人为失火导致森林火灾、 林业资源受
到不同面积损失的案件事实进行公布， 并进行
集中宣判， 将法律判决对个人的影响全程展现
于在校师生面前，现场学生和教师触动很大。据
该县人民法院林业刑事专项审判活动审判长李
丰峰介绍， 法庭进校园这种形式对青少年的法
制教育是一种新的尝试， 通过庭审进校园这个
活动，学生可以进一步给家长、给周边的群众进
行法制宣传，达到以点带面全覆盖的宣传效果，
让学生根植法律意识， 从发人深省的案件中明
白了做人的道理，做一名懂法、守法、护法的社
会公民。

在法国东部与瑞士交界处有一个小山
村———图尔奈。 这里有一座古朴的庄园，庄
园里曾住过一个被称为“欧洲的良心”的伟
人———伏尔泰。 伏尔泰出生于法国的一个
贵族之家，31 岁时就以文才而名满天下。但
一宗发生在法国南部的骇人听闻的大冤
案， 使伏尔泰从世人眼中的一个“自由骑
士”，变成一个风尘仆仆地为法律正义而战
的“大律师”。

1761 年， 法国南部的图鲁兹小城法院
作出了一宗残忍的死刑判决， 被判决的死
囚名叫卡斯拉，是一个有 6 个儿女的普通
商人和新教徒。 当时，在法国等天主教国
家，新教徒们受尽了压迫和歧视。 卡斯拉
的儿子安东尼在大学读的是法律，但当他
毕业时， 有关当局却强迫他改变宗教信
仰，否则，一辈子都休想取得成为法官或

律师所必需的执照。安东
尼一气之下便在家里上
吊自杀了。 丧子之痛，已
令卡斯拉痛不欲生，更糟
糕的是，在当时法国的法
律中，居然还有一条蔑视
自杀者、 羞辱自杀者家
属、没收其家庭财产的荒
唐法律。 卡斯拉无奈之
下， 向警局提供了其子
“自然死亡”的虚假证词，
想逃过这一劫。

那些猎犬似的警察们自然一眼就看穿
了这个可怜的谎言， 因为安东尼的脖子上
有一条鲜明的勒痕。 但“精明”的警察们硬
是把“自杀”说成了“谋杀”，而谋杀的动机
则是“卡斯拉企图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

法庭不问情由便判卡斯拉有罪。
卡斯拉竭力为自己辩护， 可遭受
到的是警察们惨无人道的酷刑逼
供。打了几小时后，他被拖到一个
广场上，高高吊起，当众烧死。

伏尔泰得知了这宗惨无人道
的冤案后拍案而起， 四处奔波调
查事件， 并挥笔写下了一篇长长
的司法调查报告———《卡斯拉先
生之死的原始文件》。 整个欧洲
都被这宗冤案震动了， 英国、俄

国和波兰的国王争相捐献金钱给死难者
的家属。最终，3 年之后，冤案得以平反，卡
斯拉的家属获得国家赔偿， 而施行酷刑、
制造冤案的警官、法官们也遭到了相应的
惩罚。

佚名

人罚二甲
“人罚二甲”的故事出自《韩非子》。战国时，

有一次，秦国国君秦昭王生了病，总不见好。 百
姓很着急，于是，各家纷纷凑钱买牛，用这些牛
来祭祀神灵，求神灵保佑秦昭王早日病愈。秦昭
王听后派人去查问， 果然有这么一回事。 昭王
说：“罚他们每人出两件战衣。 他们没有遵守法
令规定，擅自为我祈祷，这虽然是爱护我，但是，
不能因为百姓爱护我， 我就不执行法令而迁就
他们，那么法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下去。法
令不能彻底执行，必然导致国家混乱乃至灭亡。
不如罚他们每人给国家出两件战衣， 让他们因
此而记住这件事，以便以后更好地遵守法纪。 ”

“人罚二甲”的意思是，罚每人两件战衣。这个故
事告诉我们，国家执行法律必须严格，这样百姓
才能知法守法，国家秩序才有保障，人民才能安
居乐业。

宗和

事件回放：2015 年 3 月， 小徐与某影视文
化公司签订“保过协议”，约定公司为小徐量身
定制艺考“培训课程”，并承诺小徐在 6 所院校
中获得至少一所院校的专业合格证； 同时承
诺，如果小徐依约完成私人定制课程，但未在
列明的六校中获得任何专业合格证，将全额退
款。 小徐分两次将 6 万元培训费转账至公司法
定代表人黄某的个人账户。 小徐参加该公司安
排的培训后， 却未能在 2015 年的艺考中取得
上述 6 所院校的专业课合格证。 小徐将该公司
和黄某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培训费。 2017 年 9
月 16 日， 法院一审判令培训机构全额退还 6
万元培训费。

说法：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徐在依约完成
“私人定制”课程全部内容之后，未在合同约定
的六所院校考试中获得任何专业合格证，根据
合同约定，公司应全额退还培训费，黄某的退
款承诺也应认定为对公司债务的加入，故黄某
应在其承诺范围内与公司承担连带返还责任。
2017 年 9 月 16 日， 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公
司返还小徐培训费 6万元。

王天淇 徐鹏俐

90 后女生杨某在微信上给主管马某发
了 4张照片，照片里包含了某小区业主的个
人信息，数量达 113 条。 2017 年 6 月 7 日，
民警找到正在洗车行上班的 90 后女生杨
某。 民警告诉杨某，她通过微信给主管马某
发送了 4张照片，涉嫌侵犯个人信息罪。 当
日，四川成都崇州市公安局予以立案。日前，
崇州市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
处杨某拘役 3 个月， 缓刑 5 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杨某先前供职的一家期货公司涉嫌非
法经营，遭到查处后，公安机关从主管马某
的微信上搜查到了杨某发给她的 4 张照片，
照片里有某小区业主姓名、电话、房间面积

等个人信息。
杨某称， 照片是同事搜集到的信息，发

在了微信群，她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就通过
微信转发给了主管，“当时并不晓得这种行
为涉嫌犯罪。 ”

据了解， 杨某发给主管的房产信息是
打印好的表格，表格分为 8 列，分别载明房
产面积、门牌号、楼栋号、楼层、姓名、电话、
楼盘名称等。 对于如何采集到这些详细信
息， 杨某表示不知情，4 张图片是同事发到
群里的，群解散了，是哪位同事发的她也记
不清了。

这批个人信息将被用在哪里？ 对此，杨
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曾表示，这些信息交给
主管后会被整理， 之后会拿给他们拉客户。
主管马某则表示，这批信息本来是准备交给
公司整理的，“结果还没有整理，公司就被警
方查处了”。

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某违规向他人提供
含有公民个人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及房产面
积等信息的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触犯
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已经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鉴于杨某的行为未
造成严重后果且有认罪表现， 酌情从轻量
刑，判处拘役 3 个月，缓刑 5 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据承办法官介绍，2017年 6月 1日
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了“情节严重”和
“情节特别严重”，制定了“五十条以上”“五
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的入罪标准。 根据
该司法解释第五条，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
信信息、 财产信息受到了最为严格的保护，
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供五十条以上的，即
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祝浩杰

19人校车塞进 40人
幼儿园园长与司机均获刑

海南省陵水县某幼儿园核载 19 人的幼儿园校车， 竟然硬塞进 39 个小
朋友和 1 名工作人员。 近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
宣判，校车司机符蔚杰和幼儿园法定代表人刘曼丽因犯危险驾驶罪，分别被
法院判处拘役 4 个月，缓刑 6 个月，并各处罚金。 据介绍，校车严重超载是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以前校车严重超载一般会处以单纯的行政处罚，但刑法
修正案（九）特别将“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列为“危险驾驶罪”责任主体，这
意味着，校车、客车出现严重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时，将不再仅仅追究驾驶员
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及管理人将视具体情况予以追责。

李轩甫 李文杰

●微法

“欧洲良心”伏尔泰

艺考培训机构承诺“保过”
考试失利法院判全额退费

周六补课学生意外受伤
法院判学校担责 10%

小明与小刚是西安市一所中学的高二学
生。 2016 年 11 月 12 日正值周六，该校组织学
生补课期间， 小明在课间嬉闹时手持板凳，不
慎击中路过的同班同学小刚的面部，导致其鼻
骨骨折，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事后，小刚将学
校、小明及小明的法定代理人诉至法院。 近日，
西安市未央区法院审理了这起教育机构责任
纠纷案， 认定由小明一方承担 90%的赔偿责
任，学校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说法：本案中，小刚的损伤是由小明造成
的，属第三人侵权，主要侵权责任由小明一方
承担。 对于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及其责任大
小，是本案存在的一个焦点问题。 法院经审理
认为，学校在周六假日组织学生补课，使学生
在本应休息的时间里置身于人数较多且相对
公共的场所，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在校学生受到
损害的风险。此外，课间休息期间，学生追逐嬉
戏本属正常现象，但举起凳子挥舞打闹，致使
他人受伤，构成伤残，情节严重，说明校方对于
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仍缺乏必要引导，未树立
正确的安全防范意识，造成此次事件，且事发
当时未有校方人员在场监管，未及时制止损害
发生， 故校方对于小刚的损害也具有一定过
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文中未成年人
系化名） 高雅

女孩给主管发 4 张照片
换来 3 个月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