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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故事 以案说法

域外法规

下雨打伞，天经地义，简直
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可笑”
的是， 美国海军在很长时期内
居然一直禁止在军营内打伞。
在争论了二十多年后， 才于
1987 年通过法规， 废除了禁伞
令。 然而就“打伞问题”，美国海
军部并非开禁了事， 还制定了
配套的三条军规： 只能打黑色
的伞；只能左手打伞（以便右手
敬礼）；伞上不准有装饰品。

不就打个伞吗， 是不是有
些太小题大做了？ 没错，“打伞
问题”只是一片小树叶，但不能
被这片“叶子”障住了眼睛，看
不到它后面的“泰山”———“依
法治军”。 美军的“依法治军”至
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学习借鉴。

指导思想“严”。 美军的法
规十分严格，对违抗命令、敌前
行动不良、擅自离队、对军官不
尊敬等 51 种违纪犯罪行为进
行惩处，对其中 13 种罪名判处
死刑。 可能有人会说，“此处不
留爷，自有留爷处”，军队混不
下去，去地方上干就是了。 然而
事实是，受过军法审判的军人，
不仅在部队的发展晋升受到限
制， 而且退伍的福利和出路也
受到影响。

具体规定“细”。 在军队，事
无巨细，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
法规。 美军拥有完备的法规，分

三个层次： 一是国会通过的各
项军事法， 一般涉及国防和军
队建设的重大问题； 二是总统
和国防部发布的指令， 一般根
据某一方面的国防问题做出政
策与规定； 三是各军种部制定
的规章制度和条令， 如陆军部
制定的规程就有近 900 种，大
到行军打仗，小到吃喝拉撒，都
有明确规定， 以至于我们认为
是鸡毛蒜皮的“打伞问题”在美
国海军都有三条军规。

贯彻执行“硬”。 美军在军
事法规的执行上可谓不折不
扣，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1974
年， 北约盟军总司令古德帕斯
任期结束回到美国， 有关方面
推荐他去当西点军校校长。 问
题来了，根据美军规定，西点军
校校长是三星中将， 而古德帕
斯已经是四星上将。怎么办？他
只好自己拔掉一颗“星星”去当
校长。

有人认为， 法规只适用于
大事， 小事也用法规有损法规
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使法规庸
俗化。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
不然。 道理很简单：法规是拿来
用的，不是拿来看的，与其反复
讲，不如一规以定之。 与反反复
复的训教相比， 有用的法规一
条顶十句，何乐而不为？

许述

“打伞问题”写进美国军规

法在身边

看似不起眼的两张纸，随手一撕一揉竟然撕
掉了 5000 元。日前，陈某因撕毁法律文书被浙江
台州市三门县法院罚款 5000 元。 法律尊严不容
辱，陈某为其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陈某是一起执行案件被执行人陈小某的父
亲。 事情要从一起民间借贷案说起，陈小某因资
金周转需要，向郑某借了 10 万元。 到期后，郑某
催讨了很多次，但陈小某仅还了 3 万元。

为了讨回借款，郑某把陈小某告上了三门县
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由陈
小某分期归还郑某 7 万元。 不过，陈小某并未按
照调解书及时还款，于是，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

之后，承办法官把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送
到了陈小某家中。当时，陈小某不在家，承办法官
便将执行通知书、限制消费令贴在陈小某的家门
口。 没想到，陈小某的父亲看见后，不顾法官阻
拦，当场撕毁了两张法律文书并从后门逃走。

当晚，承办法官又一次来到陈某家中，但陈
某避而不见。 于是，承办法官向陈某女儿释明了
撕毁法院法律文书的严重性。

第二天上午，陈某在女儿的劝说下，主动来
到法院，找到承办法官，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写下
具结悔过书，表示将配合法院工作，不再犯类似
错误。

法官说法：
故意毁损法院法律文书的行为属妨害民事

诉讼的行为。民事诉讼法第 111 条提出，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87
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
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包括故意毁损、抢夺人
民法院法律文书、查封标志。

蔡爱妮 章韵

近日，一则“童模小女孩拍照时遭妈
妈踢踹” 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 调查发
现， 童模行业从培训包装到接单拍摄已
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培训、接单、抽
成……有网友质疑，在这条产业链上，孩
子会不会成为任人摆布的“洋娃娃”？

现状：童模一天能赚上万元
在距离电商之都杭州 100 公里外的

湖州市吴兴区，有一个被业内称为“中国
童装之都”的小镇———织里镇。 在这里，
童模一天有时比成年人还要忙碌。

在过去两年里，湖州的任玉（化名）
每周末都要带女儿驱车前往织里的童装
厂拍摄，她们在 30 多平方米的简易摄影
棚里一待就是一天。

尽管拍摄过程有这样那样的束缚，
但获得的报酬不低。任玉和童装厂签了 3
年合约，第一年可获 3 万元，以后逐年递
增。“我们的报酬其实不算高，在织里，很
多童模都是按衣服件数结算工资， 价格
从一件几十元到 100 多元不等， 有时候
一天甚至能赚上万元。 ”任玉说。

在任玉看来， 童模行业水很深，“就

跟演员获得片酬类似，知名度越高，获得
的报酬就越多。 ”任玉说。 因此，很多家
长会把孩子送去参加童模培训班，培训
课程主要包括唱歌、跳舞、走秀等。 培训
方在孩子开始接活后， 还会根据接单
量，从商家支付的报酬中抽取一定比例
提成。 不少儿童模特培训班在开展课程
培训的同时，还扮演着中介和经纪人的
角色，为服装厂商、拍摄机构或摄影师
牵线搭桥。
律师：应对使用未成年人行业制定细则

近年来，随着童装市场快速发展，童
模存在客观市场需求。 但行业高速发展
的同时，童模保护的问题也浮出水面。 在
童模市场，孩子们看似是主角，然而在他
们背后承载着的是家长的期望以及商业
界的竞争。 有专家认为，童模在成长过程
中离不开家长的正确引导， 童模市场也
亟待规范。

目前，对于儿童从事兼职行为，法律
没有明文限制的规定。 北京律师甘海滨
表示，如儿童演出、童模拍摄等，这些行
业基本上都没有准入门槛或者监管机

构。 对此，法律有必要对使用未成年人工
作的行业制定更细的细则。 杭州律师蔡
湘南认为，除制定细则外，仍需关注孩子
的权益， 保障童模们受教育以及休息娱
乐的时间。

专家：家长应注意保护好孩子
“童模小女孩”事件发生后，“童模圈”

以及淘宝童装类商家出现了反思的声音。
有 110 家淘宝童装店店主联名呼吁规范
童模拍摄，推动童模保护。

而此次事件引发关注的背后，许多网
友聚焦的不只是父母踢踹孩子这一动作，
正如网友所说：“踢一下可能没那么严重，
大家接受不了的是父母以暴力管教的方
式利用小孩挣钱。 ”

事实上，在儿童兼职过程中，父母常
常充当其经纪人的角色。 因此，家长的正
确引导对童模的成长至关重要。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高级咨询顾问、儿
童伤害预防教育专家张咏梅表示：“我觉
得以后在使用童模时，一定要考察家长对
孩子是否保护到位。 ”

张璇 唐弢 汤阳

儿童兼职亟待立法约束
“童模”包装产业链浮出水面，律师提醒：

[案情]爱好舞蹈的女孩黎某报名
参加了某舞蹈工作室的业余培训，
2016 年 4 月的一天晚上，11 岁的黎
某走出工作室后，跑着穿过门前的通
道。 因天色已晚、光线较暗，她被拴在
通道上两根铁柱中间的铁链绊倒，摔
伤了门牙。 因损害责任、赔偿数额等
事项协商不成，黎某之母以法定代理
人的身份，将某舞蹈工作室、某小区
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审理中，山东
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查明，事发
地点小区由某物业公司济南分公司
进行物业管理，舞蹈工作室门前的人
行通道被工作室用铁柱加铁链隔断。

[释法]� 法院对此案审理后判决
认定，舞蹈工作室、物业公司应对黎
某的受伤分别承担 90%和 10%的赔
偿责任。 该案审判长闫勇介绍，我国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
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
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
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案中，舞
蹈工作室门前的场地属于人行通道，
工作室在人行通道上设置铁柱加铁
链，阻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由此造
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物业公
司作为该区域的物业服务企业，没有
及时阻止舞蹈工作室设置铁柱加铁
链，或在发现后及时清除，对此也有
过错，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徐鹏 王继学

舞蹈班门口
私设铁链绊伤学生

公共区域
设置障碍应担责

[案情]2018 年 5 月 19 日中午，山
东省德州禹城一少年小明（化名，已
满 16 周岁）在行洪河道中玩耍，不幸
溺水身亡。 事发后，小明的父母认为，
涉案河道属于侵权法上的“公共场
所”，作为涉案河道的主管机关，某水
务局存在管理疏漏，这与小明的死亡
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某水务局应当对
小明溺水身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要求其赔偿精神抚慰金等共 80 万
元。

[释法]禹城法院民一庭庭长王学
敏认为，在此案中，涉案河道是引黄
总干渠向赵牛新河输水的河道，其功
能是行洪输水，此处不是公共场所和
游玩场所，虽然某水务局是该段河道
的主管部门，但其无权阻止人们进入
河道范围，也无能力保障进入河道范
围的人员的安全，没有设立明显标志
和采取防范措施的义务；而且小明事
发时已经 16 周岁， 他应该知晓进入
河道游泳可能产生的危险后果，小明
的父母应该尽到监护责任。 该水务局
的管理行为与小明的死亡不存在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故禹城法院驳回了
小明父母的诉讼请求。

李立红

少年在行洪河道溺亡
家长起诉水务局
索赔被驳回

随手撕毁法律文书
被罚五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