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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大河报》倾
力打造的法律服务团于近日正式成立。目
前，法律服务团的招募工作仍在进行中。

早在2018年8月2日，《大河报》成立了
首个法律援助团，吹响了《大河报》为读者提
供法律服务的号角。随后，又有一大批享誉
国内的法律专家，应邀加入《大河报》法律服
务团。法律服务团成员有法学专家、知名律
师。他们将义务为读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田土成 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省管专家。

刘德法 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肃 法律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原

工学院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担任河南
省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王华杰 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北水
利水电学院法学院院长。

张义华 现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
处长，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民商法学硕士研
究生导师。

王济东 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教授，法学
博士，河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
张玉坤，原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刘体炎 原河南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河
南警察学院党委书记。

翟遂成 原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
副主任。

张中强 原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付和平 原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树林 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

士。
王为东 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任广新 原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

庭长。
李海林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主任，河南

省企事业法人维权协会执行会长，河南省知
识产权保护协会副会长。

线索征集：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各种各
样的法律问题？你是否觉得在某些事情上需
要律师提供帮助？现在征集你身边的法律故
事，不论大事、小事，如果你需要法律帮助，请
联系我们。

六月是一个充满热情和
希冀的季节。六月，本报精心
打造的法律版《大河看法》与
你见面啦。

《大河看法》将借助深厚
的法律资源，帮你解决法律困
惑。我们会以案说法，通过不
同形式，诠释法律精神。

从法制热点中，追求法律
价值，探讨法与社会的关系，

洞悉当前法制结构功能与模
式的利弊。

以新闻敏感与法制中国
的强大动因，召唤法律圈媒体
人记录中国法治发展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作为法律圈媒体人，笔下
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
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
誉毁忠奸，坚守着中立、客观

的立场，背负着向真相掘进的
使命。

而法制作为一种配置社
会资源的机制，决定于社会经
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直接影
响着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
它能够简化社会关系的复杂
程度、节约交易成本，帮助社
会成员安全、规范、有序地进
行交易。

用深厚的经验与深度的
思考，帮法官、检察官、公安干
警、司法警察、律师们熟练地
处理各类法律纠纷与法律适
用冲突。

通过传递法律元素的新
闻解读，连接法律人和需要他
们的人。

省去传统形式中很多麻
烦的环节，让读者更直接地向

专业的法律人士提出自己的
困惑。

在法律领域铺路建桥，告
诉大家，高大上的法律知识，
可以走进百姓生活，可以为百
姓服务，可以为法律人服务，
可以为政府服务，也可以为企
业服务。

这些是我们努力想做的，
努力在做的。

大河看法 与你同行开栏的话

刚刚过去的儿童节让
校园暴力、校园欺凌，及
青少年权益保护问题，再
次成为热门话题，校园暴
力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的。在这里，学校等教育
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
责任。

大河法律服务团专家
解释，我国 《侵权责任
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
或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
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
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
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未尽到
管理职责”包括：未防止
外人进入而对幼儿造成伤
害，对于将要发生或者正

在发生的伤害事件未尽力
阻止，对于伤者未及时救
治等。

关于学校的安保人员
行使职责造成对方伤害问
题，我国《刑法》规定了正
当防卫以及紧急避险制
度，对于正在对学生持凶
器行凶的人员，安保人员
行使职责将其打伤甚至打
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
负刑事责任。

最近，新闻中不断出
现车主给爱车罩上车衣，
被交警处罚的报道，处罚
挺重的，扣 12 分，罚款
200元。那么，给车子罩
上车衣一定是违法行为
吗？

大河法律服务团的王
印春律师认为，这要分两
种情况，第一，机动车违规
停车，停放在非指定停车
位，罩上车衣的，肯定是违
法行为。一是违法停车要
受到处罚，二是有故意遮
挡号牌之嫌。有的读者会
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规定的是“上道路行驶
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
牌的……”，虽然违法停
车，但是没有上道路行驶，
因此只能受到违法停车的
处罚。律师认为，这是错
误的。在路边非停车位临
时停车会影响交通安全，
已经属于违法行为，罩上
车衣，在交警执法时会严
重影响拍照取证，而且也
属于“上道路行驶”的情形
之一，因此要受到处罚，并
且是两个违法行为。

第二，在有关部门划
定的停车位上停车罩车

衣，律师认为不属于违法
行为。首先在合法的停车
位上停车，不属于违法行
为，不会影响交通安全，亦
不会影响交警执法，属于
公民私权利处分的范围，
和“在自家车库罩车衣”是
一样的。

据悉，目前一些地方
（如江苏）的交警部门对停
放在合法停车位上的罩车
衣车辆一般不认定为“故
意遮挡号牌”。

以上观点属一家之
言，欢迎各界人士商榷。

你有离婚的念头吗？
先别着急，听大河法律服
务团专家慢慢说。

如果双方就离婚、孩
子抚养、财产问题协商一
致，双方可以共同到民政
部门办理离婚。

如果一方不同意离
婚，那么，只好到法院起
诉离婚。根据我国《婚姻
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
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
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
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
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
的，应准予离婚：（一）
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注意，不是偶然出
轨，而是“经常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注
意，不是偶然的轻微殴
打，且取证难，注意报
警）。（三）有赌博、吸毒
等恶习屡教不改的（注意
是“屡教不改”）。（四）
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这个最难区分，分居满
两年好计算，重要的是什
么是“感情不和”难界
定）。（五）其他导致夫妻
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
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
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一般情况下，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会首先
考虑家庭稳定、孩子的成
长是否会受影响，毕竟，

轻易准许离婚，会带来家
庭和社会的不稳定，更是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第一次起
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的，
法院一般会判决不准离婚
（理由如上），判决生效
后，如果你还要离，就要
等到六个月后再起诉，六
个月内起诉法院是不会受
理的。再次起诉后，如果
经审理查明确实感情破裂
了，会判决准许离婚，也
有起诉几次才判决离婚
的，最快也得一年半时间。

因此，律师忠告：你的
生活很重要，但是你的孩
子更重要。诉讼离婚程序
很“麻烦”，很耗时间。

起诉离婚，法律程序挺“麻烦”

（本组稿件由大河法律服务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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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之名，向校园暴力说“不”

车子罩车衣，一定违法吗？

大河法律服务团第一批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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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国强 摄影大河法律服务团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