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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起争执 家长打官司
原告认为被告家长散布不实言论 严重侵犯孩子名誉权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黄 晓

两个孩子因为几根小小的
蜡笔头发生争执，双方家长竟
也卷入其中，还引出了一场
官司。近日在海淀法院受理
的一起案件中，因认为同学
家长没有正确处理孩子之间
的矛盾，在学生家长微信群
捏造事实进行诋毁、侮辱，严
重侵犯了孩子的名誉权，小
闵（未成年人）的家长以孩子
的名义，将同学家长赵某诉
至法院，要求对方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1
万元。
起诉书显示，小闵是海淀
区一所小学的学生。去年 11月

宇）

的一天，他在学校教学楼休
息时与同学小谢因蜡笔头分
配不均发生争执，并将对方
的勺子弄脏。事后，小闵向小
谢赔礼道歉并赔偿了勺子，
此事经由学校主任及班主任
处理。
没想到的是，小谢的家长
赵某不满学校及教师的处理
意见，当日下午放学时将小
闵与其母亲堵在校门口，表
示不愿意接受其赔礼道歉，
并对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侮
辱、谩骂。此外，赵某还在班
级家长微信群内捏造并散播
小闵在校内侮辱同学、随意
殴打同学、随意打断教师正

常上课的不实言论。由于担
心赵某继续报复辱骂，小闵
停课在家。
小闵的母亲认为，由于赵
某在微信群内的不实言论，不
仅导致孩子无法正常在校内上
学，更受到班级及其他同学的
冷落、排挤。赵某作为成年人，
无法正确处理孩子之间的矛
盾，捏造事实诋毁、侮辱其子，
赵某的行为侵犯了小闵的合
法权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小闵的母亲诉至法院，请求法
院判令赵某停止侵权行为、赔
礼道歉并赔偿小闵精神损失
费 1万元。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网购便宜手机 被骗 7 千元
海淀警方辗转两地 5 天内破案 嫌犯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何欣）

事主在二手网站看到心仪手机
价格低廉，被卖家忽悠跨平台
交易，导致自己损失 7千余元。
海淀民警略施巧计一周破案，
将诈骗嫌疑人抓获。
去年 12月 13日下午两
点，海淀公安分局清河派出所
接到事主报警，称自己被骗 7
千余元。民警联系事主了解情
况后得知，事主在一个二手网
站看到一名卖家销售万元的苹
果 X仅标价 7000余元，事主
与该卖家联系后互加了微信。
卖家表示，他急于用钱才
会便宜这么多，肯定不会骗人。
事主轻信了卖家的保证，通过
支付宝支付给卖家 7千余元。
但之后他不但没收到手机，也

联系不上卖家，才知道被骗了。
由于事主更换了交易平
台，这给破案增加了难度。经民
警核查，卖家的手机号、微信号
均非实名，经与二手交易平台
核实卖家信息，发现该卖家的
账号曾多次被停。而事主支付
的支付宝账号是河北承德一家
手机店铺，种种迹象表明了嫌
疑人精心策划了这一切，静待
买家上当。
民警赶往河北承德后，在
当地警方的帮助下，成功找到
该手机店的位置，并得知了嫌
疑人之所以会有手机店收款码
的原因。原来嫌疑人曾在这里
通过扫码支付购买手机，手机
由店主快递给对方。这次嫌疑
人让店主帮忙收一笔钱，并答

应会给一些手续费。民警判断，
如果直接联系嫌疑人，很可能
会打草惊蛇，于是按照店主给
出的快递地址，又返回北京找
到了位于丰台的一家公司。但
该公司表示，嫌疑人武某几天
前刚刚离职。
去年 12月 18日下午 1
点，当武某返回公司领工资时，
办案民警将他抓获。经询问，武
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表
示他根本就没有那款手机。本
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
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到自己。
经查，事主被骗的 7000余元已
被其挥霍一空。
目前，武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女子躲债被囚禁 70 小时
三名嫌犯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诉
北京 晨 报 讯 （记 者 黄 晓

女子张某急需用钱，向一家
小贷公司借款 3.5万元，并约
定 1个月后归还高达 6万元
的本息。债务到期后，张某没
能如约还款，为了躲债她还四
处藏匿。3个月后，小贷公司员
工吴某等人找到张某，将其囚
禁 70余小时。近日，海淀检察
院以非法拘禁罪对吴某等三

宇）

■检察官提醒

人提起了公诉。
去年 3月，张某因资金困
难，向吴某所在的借贷公司借
款 3.5万元，约定 1个月后归还
本息 6万元。后张某无力偿还
欠款，四处躲债。6月 23日 10
点多，吴某伙同刘某、朱某在丰
台区找到张某后，将其控制并
带至海淀区某小区住宅内，由
三人轮流看守，并监视张某使

用手机向他人借款。
6月 26日下午 5点，刘某、
吴某外出催债，张某趁朱某不
备向朋友求助报警，被民警解
救。朱某被当场抓获。警方同
时对吴某、刘某进行网上追
逃，后吴某、刘某主动投案。目
前，海淀检察院以吴某、刘某、
朱某涉嫌非法拘禁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

勿借高利贷 受害快报警

本案承办检察官曹瑜表
示，此类案件案发主要呈现以
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利息高，被
害人还款困难。“本案中的吴某
等人向张某借款月利息高达
71%，这无疑加重了张某的资金
问题，导致其还款困难。”
其次，高利贷公司多以非
法方式索要债务。曹瑜称，高利

贷公司多以恐吓、威胁、暴力等
方式强迫借款人还钱。本案中
吴某等人没有采用正规方式向
张某索要债务，而是将张某非
法拘禁，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
70余小时。
最后，在这类案件中，被害
人往往没有选择法律保护。曹
瑜解释说，借款人在因债务受

到高利贷公司侵害时，因欠债
及对高利贷公司的恐惧等心理
不敢报警，没在第一时间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曹瑜提醒
市民，在资金短缺时，一定要选
择正规合法的金融机构进行借
贷款，在遭到不法侵害时，也要
及时报警，使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健身房训练受伤 女子起诉索赔
孙女士在健身房由私教指导训练时，从踏板上摔落导致
右膝关节及半月板损伤，经鉴定为十级伤残。 她认为，私教明
知其体能严重透支仍加强难度，导致其受伤，为此将健身公
司告上法庭，索赔 17 万余元。 法院一审判决公司承担三成责
任，赔偿 3.2 万余元。 孙女士不服提起上诉。 近日，北京市二
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受伤时
系首次进行单腿跳踏板训练，私
孙女士健身已有七八年， 人教练应对她负有较高的注意
2016年 1月 16日傍晚，她在被 义务。根据原告聘请私教的情
告北京某体育文化公司经营的 况及受伤的情况等，应认为被告
健身俱乐部，在私人教练的指导 公司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下进行单腿跳踏板训练时，不慎 故应对原告的损害承担相应的
从踏板上摔落受伤。当日，经骨 赔偿责任。
伤专科医院诊断为右膝关节损
此外，原告作为经常健身的
伤、半月板损伤，三个月后进行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
了手术治疗。经司法鉴定，构成 的身体条件、承受能力等有良好
十级伤残。
的认识，其受伤当日未对训练安
据孙女士称，该私教已带其 排提出异议亦未向私教表示体
训练十余次。当天，她做单腿跳 力不支，应对自身受伤承担一定
踏板训练前进行了其他训练，该 的责任。
训练是第一次接触。私教明知她
综上，法院依法确定被告公
体能严重透支，仍加强难度，导 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 30%的赔
致其从踏板上摔落受伤。
偿责任。最终，一审判决被告赔
孙女士认为，被告作为专业 偿孙女士医疗费、残疾赔偿金、
的健身训练机构，应当科学安排 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
和指导健身人员的健身项目和 计 3.2万余元。
强度。而被告在为原告制定和 不服一审 原告上诉
指导训练过程中，不顾原告的体
能情况，超强度安排原告训练，
一审判决后，孙女士提出上
最终导致原告受伤，且在受伤后 诉，称其受伤是健身教练不当指
没有及时处置及安排救治，明显 引所致，健身公司应当承担赔偿
存在过错。因此，孙女士索赔医 责任。此外，未使用的健身卡损
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等共 失也是基于受伤之后所致，也应
计 16.7万元，以及赔偿未能使 一并赔偿。
用的健身卡和剩余的聘请私人
健身公司则认为，孙女士在
教练的费用共计 7094元。
健身训练时，对自己的身体消耗
最为清楚，除非她提出，其他人
被告担责 判赔 3.2 万
无法知晓。训练中，私教也会询
健身公司称，据原告的私人 问感受，孙女士没有提出是自己
教练回忆，当天原告做单腿跳体 的责任。尽管没有过错，但为了息
能训练时，是在做第二组时受伤 事宁人，公司还是服从一审判决。
的，一般情况下是做三到四组。
孙女士则反驳称，她聘请教
原告非常爱运动，是多年会员， 练目的是为了让专业人员安排
因此看不出原告当时有体能不 训练项目，同时保证自身不受损
支的情况。原告受伤后，店长对 害，要求她对训练安排提出异
她受伤的部位进行了按摩。原告 议，完全加大了自己的义务。当
还在被告处洗完澡才回去。她受 时其处于体能严重透支状态，私
伤的损害结果与被告没有因果 教人员是能看到的。自己之所以
关系，是其自身身体素质造成 没有提出，是出于对私教的高度
的。此外，健身卡退费与本案无 信赖和尊重。此案未当庭宣判。
关，应另案处理。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健身受伤 索赔 17 万

东城工商分局紧密围绕民生热点
净化市场消费环境
今年，东城工商分局共开展房地产、违法有奖销售、报
刊广告、旅游市场、打击非法集资（类金融）、“双打”等一系
列专项整治行动。加大打击传销力度，牵头出台《东城区创
建无传销社区工作方案》，开展打击传销普法活动，并查处
北京市中心城区近年来第一例传销案件。新《北京市旅游条
例》出台后，查处全市首例“不对外”团队旅游购物场所案
件。并首次跨行政区域与外省市相关部门联动协同监管，对
销售商和生产商同时执法，彻底从源头上杜绝商标侵权行
为。通过重点案件的查办，有效震慑了违法行为，净化市场
消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