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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
发生在十年前。 2002 年 5 月 28
日，安徽省芜湖市，青年教师谢
小云因见义勇为献出了年轻的
生命，妻子林金华及女儿生活无
着，将被帮助者告上法庭，要求
赔偿。 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庭辩双方的焦点集
中在救火是不是谢小云死亡的
直接原因，以及被帮助者有没有
义务赔偿等问题上。 新芜区法院
的一审判决原告林金华胜诉，并
责令被告支付 3 万元赔偿。

这是中国首例见义勇为赔
偿案。 但这起赔偿案所引起的对

“见义勇为” 这一古老命题的讨
论似乎要远远大于对这一案件
本身的讨论。

怎样的行为被界定为见义勇
为？ 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

彼时，还没有一个国家层面
的衡量标准。

7 月 26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了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
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
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基本生活、医
疗、入学、就业、住房等方面作了
具体规定，尤其是明确了见义勇
为死亡人员抚恤补助政策。

《意见》指出，国家对公民在
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之外，为保护
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
的人身、 财产安全挺身而出的见
义勇为行为，依法予以保护，对见
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 依法予
以保障， 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
庭的生活困难给予必要帮扶。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如何让“英雄”在得到精神
褒奖的同时，也得到应有的保护
和优待？ 民政部副部长孙绍骋解
读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新政
时指出，统一明确见义勇为死亡
人员抚恤及补助标准是《意见》
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四方面权益保护

孙绍骋介绍，民政部会同教
育部、公安部、财政部等国务院
有关部门，深入研究见义勇为人
员及其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提
出了比较完善的保护措施。

在医疗方面， 医疗机构要建
立绿色通道，坚持“先救治、后收
费”的原则，优先救治。 在就业方
面，对就业困难的见义勇为人员，
只要其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
优先纳入就业援助， 予以重点支
持。在入学教育方面，见义勇为死
亡或致残人员子女入公办幼儿
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义务
教育阶段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安
排在公办学校就读； 对见义勇为
人员以及因见义勇为死亡或致残
人员子女中考、 高考给予一定优
待。 在住房方面， 对符合廉租住
房、 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
房保障条件的城市见义勇为人员
家庭，优先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优

先配租、 配售保障性住房或发放
住房租赁补贴等。

评论普遍认为，要给见义勇
为者一份庄重的承诺，让英雄们
在得到精神褒奖之外，在物质上
也得到应有的保护和优待。

今年 5月 29日， 杭州长运客
运二公司司机吴斌驾驶大客车在
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途中，一块铁
块从空中飞落击碎车辆前挡风玻
璃后砸中吴斌腹部和手臂，导致其
三根肋骨被撞断，肝脏被击碎。 正
值危急关头，吴斌强忍剧痛，镇定
地完成换挡、刹车等一系列安全操
作，将车缓缓靠边停好，开启双跳
灯、打开车门，安全疏散旅客，确保
了大客车上 24 名旅客安然无恙，
而他自己却因伤势过重英勇献身。
吴斌因其见义勇为的行为得到了
大众的认可，被赞为“最美司机”。

6 月 4 日， 浙江省委书记赵
洪祝来到吴斌父母面前，将“授予
吴斌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的证
书、 奖章和慰问金交到了吴斌父
亲的手上。 吴斌同时被授予“烈
士”、“杭州见义勇为勇士”等多项
称号。 杭州见义勇为基金会向其
家属颁发了证书和 20 万元奖金，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也专程为吴
斌的亲属送去五万元慰问金。

有评论指出，给予见义勇为
者物质奖励，不是“义”与“利”的
纠葛，而是对道德的服从和对制
度的尊重。 只有制度完善，才能
让更多人放下担忧见义勇为，情
义文化才能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从地方条例到国家意见

早在 1989 年 11 月 6 日，黑
龙江省就出台了《黑龙江省维护
社会治安有功人员奖励抚恤规
定》， 这是我国最早以法规形式
明确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行为。

但由于该规定对见义勇为
界定过窄、 奖励不足等原因，
2007 年 9 月 19 日黑龙江省政府

第五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新规
《黑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
保护规定》， 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近年来，各地为鼓励见义勇
为行为、保护和表彰见义勇为人
员做了许多工作。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陆续出台相应法规，
利用优待抚恤政策和社会救助
体系对符合条件的见义勇为人
员及其家庭给予了一定程度的
保障。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一些地市相继成立见义勇为
基金会，开展了一些表彰、优待
见义勇为人员的社会活动。

但在实践中，见义勇为权益保
护工作仍存在政策措施不统一、补
偿标准不明晰、保护措施操作性不
强等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之前，在国家层面并没有针
对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专
门法规政策，涉及到见义勇为人
员权益保护的主要有《烈士褒扬
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
《工伤保险条例》等，公民实施见
义勇为行为情节符合上述政策
中有关规定的，可以享受相应的
抚恤、补助。 但如果不符合上述
政策，则无法享受相应待遇。

这一次从国家层面出台《意
见》，意义可见一斑。

事实上， 从 2011 年 5 月 16
日开始民政部就已经开展了相
关调研论证工作。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目前见
义勇为权益保护工作仍存在的
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体现在：国
家层面对见义勇为权益保护没
有统一政策，地方政策大多规定
笼统、职责不明确、标准不清晰、
可操作性不强。 同时，见义勇为
情况十分复杂，工作涉及多个部
门，社会关注度高，有些问题解
决非一时之功。

为此，民政部先后 3 次组织
召开教育、公安、财政、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卫生、
法制办等多部门协调会，反复听
取各部门及地方见义勇为工作
机构的意见，2 次书面征求中央
宣传部、 中央政法委等 14 个部
门的意见，最终达成共识，形成
了《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
保护的意见（代拟稿）》。

《意见》 充分依托现有优待
抚恤和社会救助等保障体系，按
照现行政策有的要落实好、没有
的力争有突破的原则，立足于保
障合法权益、 解决实际困难，坚
持政府主导、 社会广泛参与，从
明晰见义勇为基本定位着手，注
重基本生活、医疗、就业、教育、
住房等方面保障，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保护措施。

明确四项主要内容

据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次出台的《意见》在主要内容
上作了四方面明确。

明确了见义勇为的基本定位。
目前，见义勇为在法律层面没有明
确的概念，而界定见义勇为范围是
制定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政策
的前提。经与国务院法制办及见义
勇为工作机构反复研究论证，结合
各地工作实践，《意见》采用间接描
述的方法，阐明见义勇为的基本定

位，即：国家对公民在法定职责、法
定义务之外， 为保护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
全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行为，依法
予以保护，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
权益，依法予以保障。

明确了多方面的权益保护
措施。 为实现对见义勇为人员基
本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根据各
部门意见，《意见》从见义勇为人
员的基本生活、 医疗、 入学、就
业、 住房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充分体现政府和社会对见义勇
为人员的鼓励和关爱。

明确了见义勇为死亡人员
抚恤补助的解决办法。 见义勇为
死亡人员是权益保护的主体，这
些人员家庭的实际困难较为突
出， 但现行政策不能完全涵盖。
为解决这一问题，《意见》对现行
的《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
优待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
政策进行了梳理，统一明确了抚
恤及补助标准。

明确了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
与的工作格局。《意见》明确了各级
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鼓励
见义勇为行为、保护见义勇为人员
权益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在政策、
资金、 待遇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切实保护见义勇为人员
合法权益；要求教育、公安、民政、
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
门要建立健全联合工作机制，确保
见义勇为伤亡人员抚恤补助政策
落实到位等。

政府与民间力量结合

这次出台的《意见》明确了
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
格局。

作为民间力量的代表， 中华
见义勇为基金会是于 1993 年 6
月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为
推进全国见义勇为立法工作，中
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分别在江西和
北京召开了两次条例(草案)研讨
会，征求各地意见，对条例(草案)
反复进行修改、补充、完善。 开展
了 4次立法调研活动，赴江西、重
庆、宁夏、贵州、海南等地调研。

该基金会秘书长郭玉英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会已将
《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
案)》上报公安部，公安部也把条
例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计划，明年
会报到国务院法制办，按照立法
程序，估计最快后年可以出台。

成立 15 年来， 中华见义勇
为基金会共表彰、奖励、抚恤、慰
问、 资助见义勇为人员 6800 余
名，发放奖励、慰问、资助金等费
用共计 8000 多万元。

时间不会止于 2012，一切也
不会止于《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
员权益保护的意见》。

这是开始，关于见义勇为立法
的呼声只会更高，脚步也许更快。

给见义勇为者一份庄重的承诺

保护见义勇为国家意见出台始末

� � 7 月 26 日， 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
部等部门《关于加强见
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
的意见》。 民政部副部
长孙绍骋解读见义勇
为人员权益保护新政
时指出，统一明确见义
勇为死亡人员抚恤及
补助标准是《意见》的
重大突破和创新。

2011年最有名的见义勇为者之一“最美妈妈”吴菊萍被授予了“杭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