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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丘镇地处永城市西北部25 公里处，该
镇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太丘镇立足文化优
势，整合资源，亮出了道教文化、红色文化、民
俗文化、陈寔文化四张名片，并将弘扬传统文
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赋予平安建设、构建和
谐社会新内涵，实现了文化建设和平安建设
的有机统一。近年来，太丘镇连续获得省级
园林镇、省级生态镇、省级科普示范镇、省级
文化建设先进镇、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中州名
镇、国家级卫生镇、国家级生态镇、国家一级
文化站等荣誉称号，平安建设和综合治理工
作多次受到表彰。

太丘镇致力于挖掘太丘的历史文化和道
家经典。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太丘镇都会举
办老君堂文化庙会。其间，八方商客游人来
到太丘，拜太上老君，逛千年古会，促商贸物
资交流，使太丘成为永城西北文化商贸中
心。每逢此时，该镇党委政府就会抓住这一
有利时机，发传单、拉标语，将平安建设的内

容及时传达到群众中间。同时，该镇还采取
文化舞台的宣传方式，利用群众乐于接受的
当地民间小调或者戏曲、歌舞等形式，将平安
建设的宣传搬上了舞台，广泛传播。

1949 年 1 月，从淮海战场上溃逃的李弥
兵团残部突围到永城太丘一带，被豫皖苏地
方武装包围，李弥兵团残敌 1 万余人在此次
战斗中被歼灭。为纪念太丘战斗中牺牲的革
命烈士 ，太丘镇党委政府筹建了淮海战役太
丘战斗烈士陵园，并成为该镇的“红色教育基
地”。每逢公祭日，全镇党员干部及青少年学
生就会自发来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的
丰功伟绩。通过红色教育活动，在全镇党员
干部的影响下，该镇的社会风气大为好转，社
会矛盾急剧减少，为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近年来，太丘镇立足文化优势，先后建成
全省首家村级民俗博物馆和黄桥 798艺术基
地。推开黄桥民俗博物馆的院门，仿佛步入

了往日时空。太丘镇黄桥 798艺术基地是该
镇又一具有鲜明文化形象并对外产生一定吸
引力的集生产、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园
区。村民张天福告诉记者：“我们住在这里，
没有感觉到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里环境好、
生活好、治安也好，我们的生活跟从前相比，
好像走进了天堂。”这里让世人追溯着历史、
享受着和平；让太丘人记住了乡愁、憧憬着未
来。

东汉官员、学者陈寔，以清高有德行闻名
于世。毛泽东看了“陈寔遗盗”的故事后，曾
批注：要像太丘长陈寔那样教育小偷。为纪
念一代廉吏陈寔，太丘镇政府在其东南隅建
有陈寔公园。公园内有展板、橱窗，有专门的
管理人员负责其中法治宣传知识的更新。每
年太丘镇党委政府都会以乡镇集会、老君堂
庙会、元宵节、春节晚会等活动为契机，在陈
寔公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教育活
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的法

治意识逐步增强。同时，该镇依托深厚的群
众基础，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融法治元素于传
统文化之中，通过戏曲、舞蹈、诗歌、书法、绘
画等艺术形式，把法律知识生动化、法律宣传
艺术化。目前，陈寔公园已被永城市纪委、永
城市监察局命名为“永城市廉政教育基地”。

太丘镇党委书记孙利说：“在平安建设工
作中，太丘镇党委政府立足现实，认真开展矛
盾排查、安置帮教、严打整治等各项活动，以
建设平安太丘、和谐太丘为工作目标，以文化
建设为引领，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为
抓手，坚持‘五不’原则，认真开展‘大走访’活
动，及时调解矛盾纠纷，面对面解决问题。强
化工作督导，将重点放在工作的落实上。完
善机制，制定措施，发挥特长，加大投入力度，
实现了治安防控的全覆盖，保障了社会大局
的稳定和群众的安居乐业，党委政府以真真
切切的行动问民意、暖民心，全镇的公众安全
感和执法满意度得到大幅度提升。”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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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 500 元的，为 500 元。法律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案最终虽然以
撤诉结案，但是对于小飞的权益是否应受法
律保护，依然存在上述两个争议焦点。

职业打假者的权利是否受消
法的保护

对于消费者的界定来讲，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是为生
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侧重强调消费者消费时的主观目的。
虽然在实际中，几乎所有的职业打假行为
都是知假买假，以谋取个人私利为目的，
但消费目的作为其主观方面的内容，在大
多数情况下商家根本无从证明。而该案
的特殊性就在于，商家有证据证明小飞属
于“知假买假”，即小飞在 购 物 时 已 经 知
悉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
可以看出小飞的购买行为不是以生活消费
需要为目的，而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因
此，将小飞排除在消费者范畴之外也有一定
道理。

但是，在 2014 年 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
院公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因食品、药
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
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
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
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该条文
中，使用的是“购买者”，而非消费者。由此

可见，在食品、药品领域，最高法院对包括知
假买假者在内的购买者的权利保护均认同。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消法对职业打假者
和其他消费者一视同仁，对其权利同样保护
呢？并非如此。因为对职业打假者是否能
与其他普通消费者一样受到法律保护这一
问题，消法并没有明确“表态”。这就造成在
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裁判态度不一：

有的法院采取的是“法律不问出身”，
只要职业打假者的诉讼行为符合法律规
定，就同样支持。 理由是：知假买假的职
业打假行为客观上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整
体利益，有利于社会商品质量和经营秩序
的改善。出于这种价值判断上的考量，就
会认为消费者是与生产者、销售者相对应
的概念，只要不属于生产者和销售者，都
应当归于消费者的范畴，都应当受到消法
的保护。

而有的法院则认为，职业打假者的行为
违背了消法的立法初衷，不符合市场交易中
的诚实信用原则，其非法目的不应受法律保
护，否则可能会引来道德风险。理由是：职
业打假者不是真正的消费者，不是为生活消
费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服务，大多数是为了营
利，如果法律支持这种行为，既不利于市场
诚信体系的构建，造成道德滑坡，还可能引
发敲诈等犯罪行为。

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是否要因
购买者知情而改变性质

在欺诈销售的认定上，有人认为，职业
打假者是知假买假，自愿上当受骗，显然不
是受到商家的欺诈而购买。但还有人认为，
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并不因为购买者知情而
改变其性质，知假买假索赔应得到法律的支

持。如果因为购买者知情，而使经营者的欺
诈行为不成立，不适用消法中惩罚性赔偿的
规定，则有悖于消法的公平价值和秩序价
值。不管是真正的消费者买假索赔，还是知
假买假者索赔，其对净化食品、药品以及其
他商品的销售环境，保障消费者的生命财产
安全的法律效果是一样的。无论任何人，在
这个问题上都不能站在违法经营者的立场
上，为违法经营者喊冤叫屈，为他们作合法
性辩护。

但是，当法律赋予公民一项权利的同
时，也会为该项权利的行使设定底线。致力
于职业打假的人士必须恪守法律的底线，不
能让法律赋予的权利变味跑偏，更不能将一
项法律权利当作违法犯罪的遮羞布或挡箭
牌。职业打假人在追逐合法利益的过程中，
必须守法敬法，切不可玩弄法律，否则会承
担法律责任。

职业打假人已存在 20 余年，相关法律
或者司法解释对此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或
者规范。这一方面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些
障碍，司法标准的不明确容易产生同类案件
不同判的局面，影响司法公信；另一方面，也
出现了一些职业打假人伪造证据、偷换商品
等不端行为。

建议有关部门对此作出更为明确的规
定，例如在知假买假者维权时制定一些裁判
规则：一要判断知假买假索赔者是否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看索赔额度是否有法可依；二
要看法律之外是否有基于社会正义的要
求，即从社会的公序良俗等方面考虑索赔
要求是否正当；三要看索赔数额和受到损
害的程度是否相符。切不可一竿子打死，
走极端。要从真正实现规范打假行为的角
度统一裁判尺度,对各方进行正面引导。

（王伟 朱小旭）

知假买假 能否“退一赔三”？

今年 4 月 5 日，小飞通过
网络在天猫商城某商家处购
买 了 55 副 老 花 镜 ，每 副 75
元，商家优惠后共计 4000 余
元 。 商 家 在 商 品 介 绍 中 宣
称，该老花镜是天然水晶老
花镜，使用的是最好的光学
材料。然而，购买后，该商品
经鉴定是合成水晶。

小飞认为，商家的行为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广告法》，涉嫌虚假宣传，商
家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对自
己进行赔偿。

2016 年 5 月，小飞起诉至
邓州市法院要求商家按照法
律规定退货退款并给予三倍
赔偿。

对此，该老花镜销售商家
辩称：小飞涉嫌知假买假，是
恶意索赔。因为早在 3 月份，
小飞在与商家沟通时，假意
称其是眼科医院的，欲采购
一批眼镜，但不知眼镜质量
怎样，所以要先买一副看看
质量，若质量可以，可考虑多
购。4 月 1 日，小飞下单购买
了该种老花镜一副。 4 月 5
日，小飞向客服反映该商品
质 量 不 错 ，有 意 大 量 购 买 。
于是，当日小飞又下单购买
了不同度数的该种眼镜共 55
副，金额共计 4000 余元。4 月
11 日，小飞向客服反映该批
眼镜质量有问题，并非天然
水晶，要求退一赔三。但从
小飞提供的河南省玉器产品
质量检验中心所出具的质检
证书和质检票据的日期上可
以看出，早在小飞第二次大
额购买该产品时，已明知商
品存在问题，小飞是恶意购
买眼镜，并且是自愿的，商家
不存在欺诈行为。所以，商
家只愿意退货，而不愿意对
小飞进行三倍赔偿。

网购老花镜遇假货

在该案的审理中，存在以下争议焦点：
小飞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界定的消费者，是

否应受消法的保护。
商家的行为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是否应适用消法

中“退一赔三”的规定。

太丘镇：用文化装扮和谐家园
□记者 祁飞 特约记者 洪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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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州市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商家退
款，并以货款的两倍赔偿了小飞；小飞撤回对商家的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