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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家长眼中可爱
的孩子，会成为小伙伴们
身边的“恶魔”？孩子该如
何向校园欺凌说不！当
前，校园欺凌等未成年人
犯罪成社会热点，为增强
未成年人法律意识，近日，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向日
葵法律团队联合郑州市二
七区教体局、新密市平陌
镇政府在郑州市二七区滨
河花园实验小学、中牟县
新圃街小学等多所学校举
办法治教育讲座。

今年 9月 28日午饭
后，河南禹州磨街乡大涧
小学二年级学生小花（化
名）在课外活动期间，被同
学小强和小冬按住胳膊，
另一名同学小刚则向其眼
睛里塞纸片。这一事件更
加引发了社会对校园欺凌
的关注。

校园欺凌分多种，一

些皮肉伤害以外的欺凌，
能给孩子的人生轨迹造成
不可逆、不可修复甚至是
不可挽回的后果。

向日葵法律团队负责
人魏艳丽深入浅出的分
析、讲解，让同学们明白怀
有恶意采用暴力、语言等
形式伤害他人身体和心灵
的行为都属于校园欺凌。
引导同学们联系实际，从
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角
度，思考校园欺凌的产生
原因和由此产生的恶劣后
果。校园欺凌发生后，家
长和老师应该坚定站在一
起，向欺凌说不。

同学们在认真听讲的
同时也积极思考，踊跃发
言互动，分享自己的见解。

中牟县新圃街小学德
育负责人郝胜霞校长表
示，防止校园欺凌和校园
暴力是学校的一项基础工

作，专业律师走进学校为
学生提供相关知识的讲
解，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帮
孩子们认识校园欺凌和暴
力，帮助孩子远离校园暴
力。

此次讲座进一步增强
了同学们防范校园欺凌的
意识，提高了同学们明辨
是非和自我保护、自我防
范能力。告诫同学们坚决
不要做校园欺凌事件的加
害者和旁观者，遇到自己
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主动寻
求老师和家长的帮助。共
同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
秩序。

释法 面对校园欺
凌，全社会都应说不，这意
味着除了惩戒，遏制校园
欺凌，必须惩防并举，早发
现早处置，才能更有效防
治校园暴力。

患儿家人起诉 |
网络“大V”名誉侵权，
索赔十余万

2017 年 11 月，女童王
某不幸患上双侧眼球内母
细胞瘤，就是俗称“眼癌”的
一种恶性肿瘤。

为给女儿筹措医疗费，
其母杨美芹通过微信、水滴
筹等途径寻求社会救助，并
陆续获得爱心捐款。

部分网友对善款使用
产生质疑，由此引发网络关
注。其间，杨美芹不断收到
含指责、诅咒等内容的匿名
短信，承受了极大精神压
力。

2018 年 4 月至 6 月间，
陈岚通过实名认证的新浪
微博，陆续发布涉及女童王
某家属的言论，包括“骗捐”

“虐待”“没有得到任何治
疗”“实名报警”等内容。

2018年5月，女童王某
去世。当地警方表示，此事
不存在诈捐行为。

此后，杨美芹、王太友
对陈岚提起名誉权诉讼，认
为陈岚作为资深公益人士，
在未核实事实的情况下，通
过微博发表不实言论、泄露
原告实际住址，并误导网友
进行负面评价，致使两人名
誉受到严重贬损，故请求法
院判令陈岚停止侵害名誉
权，在媒体和陈岚的微博上
公开道歉；赔偿杨美芹精神
损害抚慰金5万元、医疗费
8365 元、两季庄稼损失 3.6
万余元、误工费损失 8000
元；赔偿王太友两季庄稼损
失1.8万余元、误工费1.7万
余元；赔偿两人律师费3万
元。

网络“大V”评论不当被判名誉侵权
患眼癌女童王某的祖父王太友、母亲杨美芹诉网络“大V”

陈岚名誉权纠纷案，经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审理作出判决，法院
认定被告发布的部分言论构成名誉侵权，判令被告在其实名认
证的“作家陈岚”新浪微博中向原告杨美芹书面赔礼道歉，并赔
偿原告杨美芹精神损害抚慰金、律师费共1万元，驳回原告王
太友的全部诉讼请求和杨美芹的其他诉讼请求。

理发店推出“洗剪吹十
元”优惠服务，学生去消费
时却被强迫交易金额少则
500元，多则4000元。近日，
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以涉嫌
强迫交易罪判处理发店从业
人员单某某等8人有期徒刑
4年至6个月不等的刑罚，各
并处罚金。庭审现场吸引了
约300名学生旁听。

2017年9月，南京某大
学旁边一理发店推出“洗剪
吹十元”优惠服务，多名前
来理发的学生被强迫消费，
有的甚至被迫贷款。原来，
这家理发店专找大学生群
体下手，采取未经同意抹药
水、纠缠、滋扰等手段，强迫
大学生办卡消费或充值，查
证确凿的案件就有25起。

被害学生被店门口“洗
剪吹十元”广告吸引进店，
理发师在聊天过程中询问
学生个人信息，然后强行给
他们的头发抹上药水，并推

销高额美发服务项目，一
旦学生不同意，就以“药水
已上不能退”为由要求学
生支付费用。

同时，他们会提出可
以办卡享受优惠，如学生
依然不同意，理发师会联
合经理、店长将学生团团
围住劝说办卡，其间伴随
强迫甚至言语恐吓。

被强迫交易的金额
少 则 500 元 ，多 则 4000
元。

庭审当天，8 名被告
人中有 7 名被告人的辩

护人进行了无罪辩护。他
们辩称，被告人不构成犯
罪，仅仅是美发行业常见
的推销办卡方式，而且大
学生都是成年人。

法院认为，该案事实
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选
取的被害人属于学生群
体，相对比较单纯，缺乏自
我保护能力，采取软暴力
胁迫被害人就范，符合强
迫交易特征。该团伙组成
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属
于恶势力犯罪集团。遂当
庭宣判。

理发店强迫学生办卡消费
8名被告人涉恶被判刑

近几年，“天价头”“强行办卡”事件频发。由于美容美发行业准入标准较
低，经营人员良莠不齐，助长了美容美发业的宰客之风。南京多名大学生在
遭遇理发店强迫消费后，主动向有关部门举报，具有典型意义，也起到了威慑
作用。这种“强迫消费”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在此也提醒监管部门加强履
行职责，维护市场秩序。 来源：中国长安网

以案释法 |“强迫消费”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

校园欺凌，我们一起面对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韩景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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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癌女童”家属网络筹集善款受指责

法院认为 |
部分言论构成侵权，被告
需道歉并赔偿

陈岚辩称，自己并没有贬
损杨美芹名誉的主观恶意，在
微博上发表的言论均有相应信
息来源。杨美芹的相关信息是
她自行公布的，不属隐私。杨
美芹主张的医疗费、经济损失
等缺乏依据。而王太友诉讼主
体不适格。

法院认为，被告部分言论
构成名誉侵权。被告陈岚在发
布部分内容时，有一定的来源
和依据，但在发布的博文中，有

“女儿得病，骗捐不治疗”“疑似
被亲生父母虐待致死”等概括
性事实及定性评价，带有强烈
主观色彩和道德指控。从被告
获知信息来看，亦得不出“骗
捐”“虐待”“摆脱麻烦”“从没治
疗”的结论。被告的上述言论
超出了合理限度，产生了名誉
侵权事实。

法院同时认为，侵权责任
的承担方式应当与影响范围相
当。被告发表讼争博文的平台
为新浪微博，基于新浪微博作
为社交媒体对于社会的显著影
响力，故判令被告通过该平台
在适当时间内以置顶方式向原
告杨美芹书面赔礼道歉。本案
名誉侵权足以导致原告杨美芹
的名誉显著降低，给原告杨美
芹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故酌
定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并酌情确定赔偿律师
费5000元。对其他损失，因依
据不足，未予支持。根据相关
博文内容，文中所指家庭应当
理解为王某及其父母，原告王
太友系其祖父，与该身份不符，
故驳回他的诉求。

在谈及如何合理界定网络“大V”的注意义务和网络个人求助
者的容忍义务时，法院认为，被告“作家陈岚”微博系拥有数十万粉
丝、具有一定网络影响力的自媒体。

被告对原告杨美芹网络个人求助事件予以关注并发表意见及
评论，系其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本身并无不妥。但基于其在
网络空间的特殊身份和较大影响，应当承担与其身份性质、影响范
围相适应的较高注意义务。

同时，网络个人求助的方式使更多困难家庭得到了及时救助
并渡过难关，应当予以倡导。原告杨美芹作为网络个人求助者，在
享有受捐助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对于未及
时披露相关信息而引发的社会舆论，应当承担适度的容忍义务。

来源：上海法院网

以案释法 |“大V”的注意义务和求助者的容忍义务

插图 李庆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