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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工运学院免费培训“养老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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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要不要救”“该不该扶”的问题曾一度占据
各大社交平台的话题榜，引发群众热议。

“良心会觉得不安，但不管闲事，起码
能保证不会惹祸上身。”西安市民谭文坦
言，因为面临承担可能会被人误解甚至讹
诈的风险，他也曾对街边的“闲事”视而不
见过。而现实中，谭文不是唯一一个被吓
退的好人，做了好事还要赔钱，越来越多的
人对见义勇为望而却步、避而远之。

这样的情况，今后无需再担忧了。民法
典一锤定音：见义勇为，免责！

好意施救 无需担责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李大勇表示，之前因
为法律上见义勇为责任风险具有不确定
性，让好人难当、好事难做。同时，也因缺
乏具体的规制和裁判尺度，导致司法实践
中大量案件无法可依，甚至出现要求见义
勇为者承担一定补偿责任的案例，这不仅
对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造成困扰，也影响到
社会对于见义勇为价值和风险的准确认
知。见义勇为救助行为人的责任豁免规则
被纳入民法典中，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李大勇分析，见义勇为一般面对的是突
发紧急情况，我们不能要求善意者在紧急施
救过程中还能完全把控行事分寸，所以法律
明文规定紧急救助如果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见义勇为的救助者可以免责，是很合理的。

此外，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还规定：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
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

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
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相关专家解读认为，这体现了立法者
对文明善良风俗的一种鼓励和倡导。侵权
人的民事责任源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而受益人的适当补偿则是
对于善意行为的酬谢和报偿。

为好人护航 让善意成风

良法推动善治。民法典关于见义勇为的
规定，表明国家提倡守望相助、见义勇为的
社会风气，同时也彰显中国司法秉持的价
值取向。但是，想要最大程度发挥法律治
理效果，还得依靠具体案例中的条文解释
和适用，司法机关得制定相应司法解释增
加其执行上的可操作性。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因见义勇
为引起的纠纷时，也要顺应民心，在法律层
面对好人的勇敢和奉献给予充分肯定。同
时，在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当持宽容
态度，应充分考虑当事人在紧急时刻法律

所保护的利益时，其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尽
到高标准的注意义务。”陕西永嘉信律师事
务所律师葛伟超分析说，在遇到一些没有
目击者或视频录像证明行为人是否为见义
勇为的情况下，要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和证据“三性原则”来认
定，而不能一味地将证明责任加于见义勇为
者身上。若出现最后被证实是做好事，却被
当事人诬陷为肇事者的，公安机关应当加大
对诬陷者的治安处罚力度，严重者应当追究
其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不会再出现见义
勇为者蒙冤令社会和好人寒心的情形，更
不会让人民群众瞻前顾后不敢做好事。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法典向全社会传
递出乐于助人、善人善举行为受法律保护的
信号，但见义勇为者在施行紧急救助时也需
要注意方式、方法，在保护自身的同时，尽
量减少给受助人或其他人造成伤害。因为
一旦超出“紧急救助”的范围，例如救助者
在救助过程中存在明显故意的侵权行为，也
是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 （陶玉琼）

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流血又流泪”

（上接第一版）
为进一步弘扬传承“梦桃精

神”，激发陕西产业职工创新创造、
追赶超越的热情和积极性，通过用
身边先进典型教育引导产业职工，
不断提升职工的思想业务素质，将
弘扬“梦桃精神”打造成为产业工
会的亮点和品牌，省财贸金融轻
工工会做了大量工作。

譬如在咸阳新兴纺织工业园
组织召开“赵梦桃小组命名 55周
年纪念大会”，对“赵梦桃小组式
先进班组”“梦桃式最美职工”进
行推介，向 13 个“赵梦桃小组式
先进班组”、10名“梦桃式最美职
工”及获得“陕西省纺织服装企
业班组建设卓越贡献奖”的赵梦
桃小组颁发奖牌、证书。

省财贸金融轻工工会全年组
织的各类培训班，都要到赵梦桃
纪念馆参观学习，将赵梦桃纪念
馆确定为陕西省财贸金融轻工
系统干部教育基地。同时制定
印发了《关于开展“弘扬梦桃精
神·助推班组建设 ”活动的通
知》，在全系统开展“弘扬梦桃精
神、助推班组建设”活动，对西安
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织造车间 C
班一组等 12 个“赵梦桃小组式
先进班组”进行表彰，此项活动
被评选为 2018 年度陕西省总工
会创新创优项目。省财贸金融

轻工工会开展的《新时代如何弘
扬和传承“梦桃精神”的思考》调
研报告获中国政研会 2019 年优
秀调研成果三等奖。

近年来，省财贸工会对弘扬
“梦桃精神”助推班组建设活动情
况进行总结，特别是对 12个“赵梦
桃小组式先进班组”事迹作了梳
理，形成《弘扬“梦桃精神”助推班
组建设》经验材料，并在全国轻工
烟草行业班组建设工作交流会议
上交流发言。深入“赵梦桃小组”
所在企业——原西北国棉一厂及
现在的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等
7家企事业单位、9家工厂进行走
访调研，召集部分先进班组、先进
人物、劳动模范和职工代表座谈
会 9 场，发放调查问卷 310 份，对
《新时代如何传承和弘扬“梦桃精
神”的思考》开展综合调研。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赵梦
桃小组”的亲切勉励，进一步组织
动员全省财贸金融轻工系统职工

以赵梦桃为榜样，立足岗位勇于
创新，甘于奉献，精益求精，争做
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与陕西经济联合
会、陕西省纺织职工思想政治工
作研究会联合召开陕西省纺织
行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亲
切勉励、传承弘扬“梦桃精神”座
谈会，为推动陕西追赶超越凝聚
智慧和力量。

刘佐清表示，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弘扬“梦桃精神”的落脚
点在建功立业新时代。要持续发
挥产业优势，把习近平总书记的
亲切勉励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教
育和引导广大产业职工立足岗
位，练就过硬本领。将深入挖掘

“梦桃精神”和梦桃小组先进事
迹，继续开展好“弘扬梦桃精神、
助推班组建设”活动，评选和表彰

“赵梦桃小组式先进班组”“梦桃
式最美职工”，将梦桃精神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 。 （陈若怡）

“我是黄河边的冬枣姐，这里冬枣皮薄肉厚核
小嘎嘣脆……”9 月 14 日，在渭南市大荔县赵渡
镇鲁安村，90 后“冬枣姐”何菊慧，正在用抖音直
播带货。

“冬枣姐”何菊慧作为一名“新型职业农
民”，运用“互联网+”在抖音等直播平台为冬枣
销售“摇旗呐喊”。短短一个月发布宣传冬枣抖
音作品 30 余个，拥有粉丝 72 万，获赞 268 万。除
了销售自己家 35 亩冬枣外，还带动全村的 2000
亩冬枣销售，目前已销售冬枣 3 万余斤 ，最多时
7个小时就卖出700多单。

李世居 路荔萌 王伟红 摄

9月12 日 11 时 36 分许，彬州公路段养
护人员在巡查中发现一辆面包车侧翻在水
沟后，立刻进行救助。图为养护人员助车
辆脱困。 王争光 王保护 摄

近日，来自北京的赵先生夫妇将一面锦
旗送到安康市宁陕县公安局筒车湾派出所，
感谢民警热心为其找回遗失财物。

原来，赵先生在西汉高速宁陕服务区上
厕所时将手机遗忘，因手机里有重要资料，
遂报警。接警后，民警通过调取视频监控，最
终锁定一名司机，及时帮失主找回手机。

杨全全 摄

9月14至20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9月15日中午，渭南市白杨派出所组织民警
走进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校区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刘江平 摄

本报讯（辛华）9 月 14 日，在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第十一届
残运会暨第八届特奥会倒计时一
周年之际，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气象台在陕西启动。

据了解，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气象台主要负责与筹委会、执委会
的工作对接，赛会期间天气监测
预报预警、现场气象保障和应急

气象服务等工作。目前，陕西气
象部门构建了以十四运会和残特
奥会为核心的专属精细气象观测
系统；针对赛事灾害性天气和场
馆预报预警技术，研发了十四运
会和残特奥会一体化气象预报预
警系统；研发了矩阵式一体化十
四运智慧气象服务系统。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余勇表示，

气象服务保障是十四运筹办工作
的重要环节，陕西气象部门提早开
展关键技术准备、有序推进工程项
目建设，积极做好筹办期间各项
气象保障服务工作。依托中省气
象业务科研单位技术支撑，陕西
气象部门提供高质量气象保障服
务，为确保各项重大活动和赛事
顺利举行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气象台在陕西启动

本报讯（宫鑫）近日，由工
信部下属的赛迪顾问城市经济
研究中心编制的《2020年中国
城区高质量发展白皮书》在北
京发布。在 2020年中国城区高
质量发展水平百强榜中，西安
市雁塔区排名第 16位、榆林市
榆阳区排名第 85位、西安市未
央区排名第 92位、西安市碑林
区排名第96位。

榜单中，雁塔区位居西部首
位。今年上半年，雁塔区生产总
值实现 1140.65亿元，同比增长
4.8%；区属建筑业增加值、固定
资 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5.3% 和
17%；规上工业、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等指标持续回升，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77亿元，
收入规模、税收规模、税收占比
居西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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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占峰）为按期完
成我省增补的乙类药品消化任
务，省医保局结合医疗机构临
床诊疗实际和参保人用药习
惯，经过专家论证，确定了第一
批拟剔除消化药品名单。将从
2021年 1月 1日起剔除出我省
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据了解，第一批剔除的消化
药品有凝胶剂氢氧化铝、口服液
体剂莫沙必利、口服常释剂型二
甲双胍马来酸罗格列酮、颗粒剂
复方硫酸亚铁、注射剂氯化钾葡
萄糖、贴剂曲安奈德新霉素等63
种药品。具体名单可在陕西省
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进行查看。

63种消化药品将调出陕西省基本医保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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