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认为江苏教育集团（香港）有限公
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和教育
机构名称中使用“清华”字样，清华大学以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将其诉至
法院，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
偿经济损失 300 万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
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59290 元。 近日，北京
市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

清华大学认为，江苏教育公司的行为
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其与清华大学存在某
种联系，造成市场混淆，侵犯了清华大学
的商标权。 此外，“清华”“清华园”是清华
大学约定俗成的简称，江苏教育公司突出
使用“清华”“清华园”字样，使消费者对商
品和服务的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对清华
大学的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 故诉至法
院。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张文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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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长鸣

以案说法

新规

微法

当下直播平台异常火爆，然而，很少有人
关注，诸多当红主播中不少还是未成年人。 未
成年人不仅是这些有害信息的最大受害者，
很多做网络主播和视频主播的未成年人更成
为有害信息的传播者， 给广大同龄粉丝带来
不利影响。

乱象 未成年禁忌成公开炫耀的内容
今年 2 月到 4 月，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

信办、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及相关
部委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对网络直播平台传
播低俗、 色情、 暴力等违法有害信息出重
拳。 经过集中整治， 目前网络直播和视频平
台已经基本没有色情、 暴力等违法内容。 不
过， 在一些平台上， 仍然有不少打着“擦边
球” 的视频。 不可思议的是， 很多主播都是
年龄在 14 岁到 18 岁之间的未成年少女。 更
有甚者， 一些对伦理道德甚至法律底线的违
背， 却被一些未成年人公然在网络直播和视
频平台上大肆宣扬。 有媒体报道， 在一些直
播和视频平台中的少年儿童交往圈中， 低龄
恋爱、 怀孕、 生子这些未成年禁忌均成为公
开甚至炫耀的内容， 话题参与者数量之庞
大、 年龄之低， 都远超人们的想象。

内容负面的网络直播和视频带偏了不少
未成年人粉丝的“三观”，也让未成年主播自
身受到极大危害， 一些未成年主播甚至将自
己带到了高墙之内。

平台 缺乏监管自律成空
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直播和视频的乱象，

相关网络平台难辞其咎。 一些网络直播和视
频平台主播注册仅需要上传身份证， 但并不
需要进行实名认证， 一些平台还设定了试用
时间， 其间连上传身份证都不需要。 正因如
此，给了许多未成年主播生存的空间。

事实上，将未成年人禁止在网络直播外，
是公认的行业准则。 2016年，多家从事网络表
演的主要企业负责人曾共同发布《北京网络
表演（直播）行业自律行动公约》，承诺所有主
播必须实名认证，不为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提供主播注册通道。 几年过去，这条行业自律
显然只存在于纸上。

据了解， 目前大多未成年人主播都属于
休闲主播类型，即不以直播为职业工作，直播
时间不定，没有相关限制。 相对于与网络平台
签约的主播，休闲主播认证较宽松，一些未成
年人使用非本人身份证件，钻漏洞开通直播，
而平台也没有严格甄别。

立法 实时监控明确责任
针对未成年人做直播， 目前尚未有法规

明文禁止或作出限制性规定， 仅有一些部门
规章作出通用规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
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明确禁止互联网直播服
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从事
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

色情等活动， 但这也仅仅从直播平台的角度
作出规定， 如传播淫秽色情内容平台需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未成年人直播平台的
注册和准入，该规定未有相关明确的约束。

文化和旅游部早前曾印发《网络表演经
营活动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主播要进行身份
证实名注册。 北京市文化部门曾依据《北京网
络表演（直播）行业自律行动公约》提出，禁止
未成年人开通主播频道。 但由于这些规章缺
乏强制性，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完善未成年人网络直播立法， 专家观点
分为两派，一堵一疏，但都认为应当严格准入
及监管。 一派观点认为要全面禁止未成年人
注册网络直播平台账号， 以及以网络主播的
身份进行网络直播。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没必
要全盘否定， 未成年人直播也可以内容积极
向上、不影响正常生活，但是在未成年人直播
过程中一定要进行实时监管， 并且相关法律
法规要对未成年人担任主播的时间、内容、监
护人责任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以及明确责
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未成年人直播也成
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问题。 他们普遍认为，
要加大对网络直播尤其是未成年人参与直播
的监管，一方面要完善立法，在法律上对直播
者和平台的责任作出规定； 另一方面要加强
技术手段，通过技术层面解决网络乱象。

周宵鹏

直播乱象不止 亟待筑起藩篱

案件回放：小明是山东省济南市一名
在校小学生，为了上学需要，小明的父母
为他找了一家可以提供中小学生全托服
务的培训机构。 2016 年 4 月 12 日，在该机
构人员护送小明到学校的过程中, 小明摔
伤构成十级伤残，后到医院住院治疗。 培
训机构只支付了小明住院期间的医药费，
对于其他损失拒不赔偿。 因双方未能就赔
偿事宜达成共识，小明的父亲诉至济南市
市中区人民法院，要求培训机构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 8 万余元。

说法： 在这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被
告单位代理人强调，被告只是教育培训机
构，向原告提供的并不是全托服务，而且
对方没有证据证明小明的受伤和培训机
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法庭审理阶段，培训机构对小明父
亲提交的收款收据没有异议。 该收款收据
可以证实, 小明父亲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

向培训机构交费 2150 元， 收据内容中明
确记载了被告向原告提供的为“全托服
务”。 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一致认可小明
摔伤时，培训机构的教职工在场，培训机
构辩称“护送上学、放学是为吸引更多孩
子到校报名参加培训的赠送服务”。 但这
并不因此构成其免责事由， 法院认为，被
告培训机构向原告小明提供的服务中应
包含接送服务。

“培训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
责”是该案的一大争议点。 审理中，小明的
父母提出，孩子是在培训机构老师护送其
上学的途中摔伤，为此还提供了一份与被
告单位老师的谈话录音。 法院对此案审理
后，支持了小明父亲的诉求，综合案情后，
酌定培训机构对小明受到的人身损害承
担 7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万余元。

徐鹏

全托中心护送孩子致伤要担责

3 月 29 日， 云南昭通市盐津县陈孔银
收到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女儿陈玲玲（化
名）在学校宿舍被数人轮番拳打脚踢。 陈孔
银称，打人事件发生在 3 月 13 日，这之后女
儿曾打电话给他称“不想去上学了”，却并未
提到遭同学殴打。

盐津县委宣传部和教育局随后就该视
频事件组织调查。 经调查，3 月 13 日，普洱
中学李某等 9 名学生声称同学陈某向老师
“告状”，9 人在其宿舍内对其辱骂和殴打，
并威胁不许再“告老师”，学生李某对这一过
程进行了录制。 陈某惧怕再遭到殴打，没有
及时告知家长和老师。 3 月 29 日晚，该视频
在微信朋友圈等渠道传播，学校得知情况后
立即与辖区派出所开展调查，并安抚受害同
学。当天，普洱中学发公开信道歉称，发生欺
凌事件，是学校平常管教不严、疏于关怀，学
校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海桐

女生寝室内被同学殴打 学校公开道歉

买票乘车， 天经地义。 可上海某小
学体育老师屈某坐地铁时， 没有买票，
而凭着自己优秀的身体素质在地铁站闸
机出入口“一展身手”。 出站时， 屈某更
是一个飞跃跳出闸机， 为自己“节约”
了 4 元地铁票款。 地铁工作人员发现屈
某的行为后， 马上向前阻拦， 要求屈某
按要求补票。

屈某被抓现行，恼羞成怒，对地铁工
作人员挥拳相向。工作人员和路人的劝说
对屈某一点用都没有，他更像是着了魔一
样，顺便拿起站内的不锈钢垃圾桶，猛地
砸向地铁站服务窗口，玻璃围栏瞬间被砸
了个粉碎。 干完这一切，屈某随即向出口
处逃离，但被及时赶来的民警抓住，带到
站内警务室处理纠纷。屈某竟然出手将民
警打伤。 不过，屈某最终还是被增援的民
警和站内工作人员制服， 被扭送至派出
所。 日前，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屈某以
妨碍公务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屈某犯
妨碍公务罪，处罚其拘役 4 个月又 27 天。
据了解，案发后，屈某所在单位也不再续
聘其教师职务。

张珏

体育老师逃票
打伤民警被获刑

一学校信息员被解雇后,为泄愤将学
校大量公共设施进行“涂鸦”。 北京市顺义
区人民法院近日对此案审理后，以故意毁
坏财物罪判处“涂鸦”者杨某有期徒刑十
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杨某因回家
探望病危的父亲，后被学校以长期未请假
为由予以辞退， 且没有支付杨某假期工
资。 杨某心中非常怨恨，伙同谷某(另案处
理)先后两次到顺义区后沙峪地区某学校
教学楼内，用胶水堵上门锁；使用墨水、喷
罐对走廊墙壁、锦旗、奖牌、石狮子进行喷
涂，被损毁的物品价值 24810 元。 被告人
杨某后被抓获。

据杨某供述， 其对学校将其解雇的
决定不满， 要求学校继续雇用自己工作，
学校对其并不理睬， 坚持解雇决定。 杨
某见工作难以保住， 就向学校索要未发
放的工资， 学校以其请事假为由， 不予
发放请假期间的工资， 杨某对学校的怨
恨更加强烈，因此实施了“涂鸦”学校的行
为。

王杨 王斌

不满被辞校园“涂鸦”

擅自使用“清华”字样
清华大学索赔 300万元

《湖南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
条例（修订案）》3 月 31 日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幼儿
园、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等各类学
校的预防职责，为保护学生人身安全撑起“保护
伞”。

条例修订案明确， 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发生
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采用以下 5 种方式表达意见
和要求都将视为违法：1.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
害教职工、学生或者非法限制教职工、学生人身
自由；2.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停尸；3.围堵学校或者
进入学校扰乱教育教学活动；4.侵占、毁损学校房
屋、 设施设备；5. 蓄意进行不实宣传报道或者制
造、散布谣言。

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影响
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
应当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开展教育疏导，劝
阻过激行为，防止事态扩大；将扰乱学校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的参与人员带离现场调查，维护学校
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条例还明确了 4 种情况学校可以免责：1.因
学校以外的第三方侵害造成的；2. 学生自杀、自
伤、走失的；3.因学生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
常心理状况，学生、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
告知学校且学校无法预见的；4.在对抗性或者具
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意外发生的。

针对频频发生的校园欺凌现象，条例修订案
明确，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
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理制度，建立校园欺凌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明确相关岗位教职工预防和处理校
园欺凌的职责， 及时调查处置校园欺凌事件；对
涉嫌违法犯罪的校园欺凌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案。

条例修订案还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上下
学时段， 应当组织门卫和保安人员在校门口值
守，组织教职工或者成年志愿者维护秩序；对八
周岁以下的学生、幼儿，应当建立上下学接送交
接制度。 本报综合

湖南 5种“校闹”行为
被认定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