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回放：2017 年 2 月，未满 18 岁的小李
用手机 APP 租了某公司运营的一辆共享电动
车，在骑行过程中与行人身体接触，事故造成
一行人死亡。 为此，小李支付了医疗费，并赔偿
了受害人家属 32 万元。 由于所骑共享电动车
经鉴定属于机动车，而自己在租赁共享电动车
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有关“未满 18 周岁禁止骑
行”的提示。 小李将租车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
该公司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12 月 7 日，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 租车公司被判承
担 7 成的赔偿责任，赔偿各项损失近 23 万元。

说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与小
李之间系车辆租赁合同法律关系。 租车公司
通过公司开发运营的 APP 提供的是电动自行
车的共享服务，但事故车辆经鉴定为机动车，
无号牌无行驶证， 被告公司没有尽到提供符
合约定车辆的义务。 事发时小李未满 18 周
岁，无机动车驾驶证，虽然租车公司提示禁止
16 周岁以下骑行且规定需要实名注册， 但因
其提供的车辆是机动车， 向无机动车驾驶证
的用户提供， 不符合国家对驾驶机动车的相
关法律规定。因此，租车公司的提示不能免除
其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另外，租车公司所提供
的是机动车，无论从车辆重量及限行速度，均
非 18 周岁以下未经专门的交通安全教育和
驾驶技能培训的小李所能掌控。因此，租车公
司已构成违约， 应对小李的损失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

武圣俊

帮同学捡书摔伤
学校担过错责任
小徐是浙江海宁一所中学的高二住校生。

2016 年 4 月 8 日,小徐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
回到教室准备晨读， 此时同学小金发现课本
上有虫子在爬，吓得把书一扔，书本掉在教室
外窗台下沿处。 热心的小徐为了帮小金捡书，
一只脚跨到了窗台外， 另一只脚在室内，不
料，在弯腰捡书时不慎从二楼坠落，造成骶骨
骨折、左耻骨和坐骨骨折，后经司法鉴定构成
十级伤残。 2017 年 4 月，小徐把学校告上了浙
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 要求学校支付其人身
损害赔偿 13 万余元。 近日，在承办法官主持
调解下， 学校自愿赔偿小徐因涉案事故造成
的损失 7000 元。

说法：该案的承办法官表示，根据我国侵
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
间受到人身损害，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结合
到本案， 小徐在事发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的未成年人，其受到侵害时，学校或其他教育
机构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小徐应当举证学校
存在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情形。 捡书时，
小徐未尽安全注意义务， 未考虑到爬出窗外
捡课本可能产生的后果，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而学校已经对学生作安全教育、管理，在事发
后又积极对小徐进行救治， 故不存在未尽教
育、管理职责的情形。

王春海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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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格言
格言：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

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韩非子·问辩》

解读： 没有同法令一样高贵的言语，
没有和守法一样适当地行事， 所以言论
和行为不遵循法令的，一定要严厉禁止。
这句话是说，法令具有无上的权威，不能
因任何理由而违背法令。

借钱炫富 骗 19名同学近 30万元
你是否曾

经将身份证借
给他人？ 当心
了！福建泉州一
高校的 19 岁在
校学生小章，就
是通过向同学
借身份证办理
校园贷款的方
式进行诈骗，共
骗了 19 名同学
近 30 万元，全
部用于挥霍 。
“我母亲信用卡

刷爆需还款”“骑电动车撞了老人需赔钱”“钱包丢了、卡也丢了，急需用钱”“我是团
支部书记，总该信得过我吧”……据了解，小章向同学们借钱的理由有很多，而同学
们都“不好意思不借”，实在没钱的就把身份证借给小章去贷款，少的几百元，多的数
万元。小章不仅将借到的钱用来还自己之前的贷款，还用来维持高额消费，并经常对
外炫富。 日前，逃往四川成都的小章被当地警方抓获。

林志安 连双双

2017 年 7 月初， 湖北十堰市某高校 22
岁大二女生王霞（化名）突然与家人、学校
失去联系， 虽经家人及学校数月查找仍一
无所获。 家人报警后，民警穷尽各种手段，
最终揭开了女大学生“失踪”之谜。 原来，今
年 7 月初，王霞想利用暑期打工挣学费，却
被人骗到宁夏银川市陷入一个传销组织。
10 多名传销人员对她进行了连续数月的宣
传洗脑。 随后，她以自己得阑尾炎需要大笔
医药费为由， 用在十堰读大学时的手机号
诱骗家人给其汇款，先后骗得 6 万余元后，
并故意中断与学校及家人的一切联系。 经过
专班民警耐心的批评教育， 王霞对自己的糊
涂行为懊悔不已， 连连向民警和赶来的家人
致歉，并立志要早日走出阴影，努力完成学业
报答家人。

关前裕 陶继东 宋建彬

绘画复试后 学生被取消入学资格
2015年 2月，高三学生钟某参加了上海

一所大学的艺术类专业考试。 同年 7 月，钟
某通过了绘画考试被该大学的服装系录取。
在入学一个月后，学校组织了绘画复试。 然
而令钟某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复试几天后，
她被校方取消了入学资格。 原来，钟某在 2
月份入学考试中的素描成绩为 72.7 分，而
在 10 月的复查考试中素描成绩仅为 41 分。
校方认为，钟某入学后的考试画作在专业水
平上远不及其高考画作，在高考时可能存在
弄虚作假的行为。

在两幅素描试卷上，右上角的红色印框
内均有考生填写的信息， 包括考生户籍地、
准考证号码及考生姓名。 校方认为，两幅试
卷上的考生信息也不像一人所写。

随后，校方委托了上海市一家司法鉴定
机构对两幅画中的考生信息进行笔迹鉴定。
这一次的鉴定意见显示，两幅画中的笔迹并
不是同一人所写。 鉴定意见出具后，校方对
钟某做出了处理决定，取消了钟某在该大学
的入学资格。

在校笔迹当样本 现场书写比对
校方的处理决定让钟某感到十分委屈，

在与学校沟通无果后，钟某向上海市长宁区
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学校告上了法
庭，诉求撤销校方对她的处理决定，恢复她
的入学录取资格。

钟某自幼习练书法，校方认为钟某完全
可以摹仿替考人员的字迹。上海市长宁区人
民法院又委托了笔迹鉴定专家对案件证据
进行重新鉴定，同时长宁法院也为鉴定人员
提供了钟某的在校笔迹作为对比样本。除此
之外，鉴定人员在与法院进行沟通后，让钟
某专门到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进行
鉴定。

根据鉴定人要求， 钟某现场书写了
大量不同速度、不同字体的比对样本。 在
专业人士看来，钟某反复书写，能充分展
现她自身的书写习惯和不同的签名模
式。 鉴定人通过细致分析后认为，高考画
作上的“考生署名”与钟某样本签名的笔
迹特征符合点数量多、价值高，特征总和
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 据此分析认

定高考画作上的署名是钟某本人所写。
法院：撤销校方处理决定

两份鉴定意见完全相反。 在这种情况
下，上海长宁法院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
问。庭审中，针对被告代理人提出“钟某从小
学习书法，书写水平高，她很有可能掌握较
高的模仿能力”，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凌敬
昆表示，第一，模仿者并不知道笔迹鉴定人
如何审定模仿；第二，即便是模仿，笔迹鉴定
人也能够看出来。

最终长宁区人民法院采信了司法部司
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专家的鉴定意见，当庭做
出了宣判：撤销被告向原告钟某作出的取消
录取资格的处理决定。然而由于诉讼前后两
份笔迹鉴定意见的结果完全相反，上海市司
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对涉案的两幅画也再一
次进行了鉴定。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
的鉴定意见也明确表示，两幅素描画中的笔
迹是钟某一人所写。 在经过三次鉴定后，校
方最终撤回了对钟某的处理决定，恢复了钟
某的学籍。

央视新闻

日前，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对 4
起涉嫌强奸、 猥亵未成年人案件进行集中
宣判，被告人不仅领到了刑期，还将被公开
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照片、年
龄、 性别和案由。 此举曾多次引发外界热
议。 那么，其他国家如何处理此类罪犯的个
人信息呢？

美国对性侵儿童的惩罚十分严厉，与
之相关的最著名的一部法案是《梅根法
案》。 1994 年，一名 7 岁的美国小女孩梅根·
坎卡被住在她家附近的一名性犯罪分子绑
架，并遭其奸杀。 梅根失踪 89 天后，新泽西
州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梅根法》，强制居
住在新泽西州内刑满释放的性罪犯去州警
察局登记。 1996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

签署了联邦《梅根法》，要求美国所有州刑
满释放的性罪犯都必须到所住各州执法机
关登记， 执法机关会将性罪犯的资料公之
于众。 同时，重复犯罪者必须每 90 天去警
察局报到，如果他们的外貌有任何变化，诸
如留胡须、整容等，一定要通知警察局。

在澳大利亚，对于普通的罪犯甚至是性
犯罪分子，除非是政府的特别许可，任何个
人或者组织对其姓名或者隐私进行曝光都
可能引起法律纠纷。而对于那些屡教不改且
犯罪情节恶劣的性犯罪者，澳大利亚的部分
州是可以有特例的。但是网上公布罪犯的照
片和信息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有人对网
上公布的性犯罪者进行骚扰， 最高会面临
10 年监禁。 由此看来，在澳大利亚，针对罪

犯个人隐私曝光的原则并非一刀切，而是根
据具体情况而定。

英国是由政府主导，要求性犯罪者定期
向政府部门登记自己变化的个人信息，包括
工作、家庭住址、电话等。这些信息除非特殊
情况，不会对外公开，主要方便于政府的管
理工作。

从 2010 年起，韩国 20 岁以上的人均可
在政府指定网站查看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
犯者的个人信息， 包括性犯罪者的姓名、年
龄、住址、实际居住地、照片、犯罪内容等。被
判处有期徒刑 3 年以下的性犯罪者个人信
息公开期限为 5 年，有期徒刑 3 年以上的公
开期限为 10年。

宗和

因为两幅画，
她险些失去了学籍……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是我国目前综合实力最强的研究型司法鉴定机构。 在很多
情况下，司法鉴定能够为当事人获得公正处理提供技术支撑。 在上海，当一名在校大学
生面对美术专业考试作弊质疑的时候，司法鉴定结果就改变了她的命运。

女大学生身陷传销后
骗家人汇款 6万元

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有“隐私权”吗 看国外怎么做

电动车租给未成年人
撞死行人公司担责 7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