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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以案说法

实习生受到伤害
该由谁来担责
临近毕业季和暑期，又到了学生实习的高
峰，很多在校生都选择通过实习帮助自己完成
身份的转变或者积累社会实践经验。 然而，一
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实习期间的意外伤害事
故以及种种侵害实习生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
发生。 近日，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在
京实习的大学生意外死亡案件。该案引发关注
和反思：在实习过程中，实习生的安全和权益
如何保障？ 受到伤害该由谁来担责？
实习大学生意外死亡
2016 年，某大学大四学生小苗(化名)到
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参加培训， 和同学
一起居住在该培训公司安排的房屋。 该房屋
所有人为秦某， 房屋是其未经批准擅自找个
体施工队建造的。 而张某、朱某夫妇则从秦某
手中租了 14 间房向外转租，小苗就租住在其
中一间。 培训结束后，小苗受学校指派在北京
某科技有限公司实习，但她仍住在张某、朱某
夫妇从秦某手中租下的房屋中。 到了供暖季
节，张某为租户提供了自采暖暖气，因一氧化
碳有毒气体泄漏导致小苗中毒死亡。
之后， 小苗的父母认为学校未确保学生
安全、 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谨慎为学员选
择居住地、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未为实习员
工缴纳意外保险，均应负赔偿责任。 遂将三方

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 160 万余元。
校方认为， 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只能对常
规的问题予以提示， 不可能预见到事故的发
生， 不存在过错。 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也表
示，自己尽到了责任，在安全方面，第一堂课
就是安全教育， 小苗本身是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应当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 某科技有
限公司则坚持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不存在
过错。 该案没有当庭宣判。
除了实习期间遭遇的人身安全威胁，实
习生们还有许多“难言之痛”。 当学生或质疑
或拒绝实习或拒绝在实习单位加班时， 会面
临“不予毕业”“不授学位”等威胁，也会遇到
不给报酬、实习安排与专业不对口、超时工作
等情况，问题可谓五花八门。
实习生权益该如何保障
“在校大学生仍然有学籍，其身份是学生，
不是劳动者，其实习行为不是择业行为，也不
是就业行为。 ”北京市社会保障法学会理事李
静认为，毕业生以就业为目的的实习，应被视
为与实习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在校学生不属
于《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意见的规定》中的
劳动者，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学生的“劳动
者”身份规定颇为模糊。

古诗词中觅法律

“
诗圣”也遭侵权
“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
抱茅入竹去。 ”这句诗出自“诗圣”杜甫的《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 杜甫晚年生活穷困潦倒，他在成都浣花
溪旁边盖了一座茅草屋以栖身。 八月深秋，狂风怒
号，卷走了屋顶上的好几层茅草。 一群儿童见诗人
年老体弱，便当面变为“盗贼”，毫无顾忌地抱着茅
草跑入竹林中。
从诗中的描述来看， 茅草是杜甫的个人财产，
杜甫对茅草享有所有权。 这群儿童未经杜甫同意便
公然抱走茅草，他们的行为已经侵犯了杜甫对茅草
的所有权。 加之这群儿童均未成年，尚属于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侵权责
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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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下，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他们的
父母。 所以，在这起侵权案件中，“南村群童”的父母
袁琳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由于在校实习生不具有劳动者身份，无
法适用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保护
自身权益。 只能适用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的相
关规定。 学生实习是实现教育培养目标、增强
学生综合能力的基本环节， 实习的基本权益
得不到保障，不仅直接影响实习、实训效果，
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法律专家认为，实习生与实习单位
之间的实习协议是实习生在实习期间最重要
的权利防线。 他建议，应当在实习协议中对实
习报酬、 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保护以及遭受
损害时的责任分担等相关事项作出明确约
定。 关于协议的签订形式，可以由学校和实习
生分别与实习单位签订，也可以由学校、实习
生和实习单位共同签订一份三方协议， 在实
践中以后一种方式居多。
此外， 由于在校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无法按照工伤标准进行赔偿， 专家还建
议，为最大程度保障实习生的人身安全，高校
或实习单位应当为在校生投保人身意外伤害
险。 保险责任范围应覆盖实习活动的全过程，
保险标的是在校生在实习时或从事与实习有
关的活动时因遭受到意外伤害依法应由高等
学校或实习单位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
闫晶晶

翻窗找被扣手机摔伤
学生起诉学校索赔
事件回放：2017 年 5 月 16 日晚自习
期间， 金某上课玩手机被值班老师发现后
暂扣了手机。 两天后的晚自习，金某邀约同
班同学樊某到办公室拿回手机。 两人见办
公室过道无人， 便从未锁的窗户翻进办公
室找手机。 此时，恰逢有老师从另一校区回
办公室， 听见办公室有声音， 便打电话报
警。 两人担心被发现，遂从办公室外窗翻出
至外面平台， 樊某在攀爬过程中因为紧张
而坠地，当场昏迷。 经诊断，樊某身体有多
处骨折。 住院期间，除医保报销外，个人自
付医疗费 25978.8 元。 学校已支付 19900
元。 经鉴定，樊某构成七级伤残，后期医疗
费用为 60000 元。 樊某起诉学校和金某，要
求被告赔偿伤残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营
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
291984 元。
说法：北京房山法院认为，学校的安全
保障义务是有限度的， 并不是要求达到一
种绝对地保障到不出现任何损害后果的程
度，而仅要求采取可能且合理的防范措施。
樊某已经 15 岁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具有与
其年龄相适用的判断辨别能力， 当金某邀
约去取回手机时完全可以拒绝， 其对伤害
事件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 按照学校管
理规定， 没收、 暂扣手机后需及时联系家
长， 该学校老师在暂扣手机后未及时履行
通知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但这只是事件诱
因，并不是主要原因，应承担次要责任。
李傲

大学生列车上遭遇二手烟起诉铁路局

法院判涉案列车取消吸烟区
2017 年 6 月，因在
普通旅客列车上遭遇二
手烟， 大学生李华 （化
名） 将 哈 尔 滨 铁 路 局
（2017 年 11 月更名为中
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
限公司，下文仍用原称）
告上法庭， 索赔购票款
102.5 元，同时要求取消
有关站台及该趟列车内
的吸烟区、拆除烟具，禁
止在上述区域吸烟，并
列车取消吸烟区。
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
1 元等。 该案被称为“
国内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
2018 年 6 月 25 日下午，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铁路局在相
关列车上拆除烟具，取消吸烟区。
王巍

学生嬉闹时玻璃扎入眼
学校未阻止打闹被判担责
事件回放：2016 年 4 月 24 日下午下课
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 安徽省颍上县某中
学王某与张某在教室内外嬉闹， 你一拳我
一脚，两个孩子谁也不肯让谁。 眼看着快要
上课了，两人还没有分出个高低。 张某出了
狠招， 将王某的脖子按住， 往教室玻璃上
撞。 不成想用力过猛，玻璃“哗啦”一声粉
碎，一片玻璃扎进了王某的眼球。 在学校的
帮助下，王某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救治。 经
鉴定，“王某系外伤致伤左眼行玻璃体切除
术等治疗，构成十级伤残”。 近日，安徽省颍
上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校园内伤害案。

微法
2017 年全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考 试

湖 （工商管理类） 武汉工程大学考点发生一
起组织考试作弊案件，100 余名考生作弊
北 被处理，
引发社会关注。 2018 年 6 月 22
实施该起组织考试作弊案的姜某、姜
百 日，
某军、宋某、高某被湖北天门法院依法分
人 别判处拘役六个月，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一
考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2017 年全 国 硕 士 研 究 生 招 生 考 试
研 前，姜某通过网络向高某购买了微型相机
等作弊器材，聘请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进行
作 大量模拟试题训练，通过姜某军、宋某、梁
弊 某等人招揽考生并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姜
案 某在考前向考生提供考试作弊器材，组织
培训作弊器材的使用方法，让其妻携带微
型照相机参加考试，偷拍试卷并通过手机
宣 传送给自己后，再将试卷照片交给其聘请
判 的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进行答题，并将答案
进行编辑后通过无线发射器传给其招揽
的 100 余名作弊考生，其中马某、韩某等 80 余名
作弊考生被当场查获。
杨康

男子利用兼职学生信息骗贷被判刑
近日，安徽合肥高新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一起案件，一男子获刑 11 年。 该团伙
利用兼职为幌子，实际骗取 200 多名学生
帮其在多家平台贷款 300 多万元，最终导
致 200 多万元无法偿还。 此案提醒学子们
找兼职时一定要多留心眼，面对校园贷时
要万分谨慎，切勿陷入类似陷阱。
2015 年上半年，安徽亳州人王某某发
现多家 APP 平台专门针对在校大中专院
校学生办理贷款分期及手机分期付款业
务，他便伙同李某某、才某某等人，先后在
安徽合肥经开区两处地方以及天鹅湖附
近一写字楼某室， 通过大学生兼职 QQ
群、58 同城、 赶集网及大学生互相介绍等
方式发布招聘学生兼职的信息，吸引在校
大学生应聘。
学生应聘兼职后并无实际工作，王某

某谎称与相关平台有业务合作，为了刷单
完成业务量，要求应聘学生注册网贷平台
APP 账号，并发展部分学生为“代理”，授
意继续发布类似兼职信息。 王某某蒙蔽学
生，要求学生填写个人信息，拍摄照片及
视频。 王某某安排李某某等带学生至银行
办理银行卡，并交给他保管，谎称仅为刷
单注册。 王某某在平台办理了手机分期及
贷款分期，事后要求学生将手机及资金交
给其支配，每单给予学生几十元到几百元
的好处费，并谎称按期还款，一切风险由
其承担。 另外，王某某等人还自备多个手
机卡，冒充学生本人骗取平台信任，取得
授信额度，骗取资金。
王某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
并处罚金 20 万。
完颜秀洁 张剑

说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次事故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校玩闹时不慎发
生的过失致人损害。 依照法律规定，张某给
王某造成的损失应由其监护人张某某承
担。 法院还认为，未成年人在校学习期间，
无论是上课时间，还是课间休息时间，学校
和教师都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责
任。 意外发生时，校方没能及时制止，明显
在管理上存在失职， 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王某对自身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原
告王某的合理损失合计近 12 万元，法院酌
定被告某中学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即赔
偿 7 万多元； 被告张某承担 20%的赔偿责
任，赔偿 2 万多元。
李斌 吴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