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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16年前曾出现在南
京“彭宇案”中的质问，至今仍频繁出现在媒

体评论和网友发布的帖子、短视频中。这一引起“救不救”
“扶不扶”争议的标志性事件，成为许多人帮助陌生人时
总会浮现的阴影， 也是一些人提出“雷锋精神已不合时
宜”的论据。

“‘彭宇案’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社会现
象。 ”多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我国人口流动数量和频次史无前例地增加，好人
受委屈甚至被讹诈在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中时常
会出现。

“雷锋精神本质是一种志愿精神，越是在陌生人社会
越需要学习雷锋精神。 ”专家们认为，此时法律就应该站
出来给学雷锋的人们“撑腰”，建立包括“好人法”在内的
自愿救助免责制度，为做好事的人卸下心理负担。

近年来， 一些地方陆续出台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
员条例、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等法规，国家层面从民法总
则到民法典中的“好人条款”的施行……中国式“好人法”
体系初具雏形。

”
让好人有更好的法

为他人做心肺复苏， 不小
心压断被救者的肋骨怎么办？
热心群众追小偷，小偷摔伤，追
人者是否担责？ 在社交平台上，
许多看似像笑话一样的事，现
实中确实在发生。

2017 年 9 月 7 日， 辽宁沈
阳一位老人在药店买药时突然
晕倒， 店主孙向波对老人实施
心肺复苏时， 致其 12 根肋骨压
断。老人将孙向波告上法院。辽
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驳回被救老人的诉讼请求。

这一判决援引了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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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条文即是受到各界赞誉
的“好人条款”，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全国政协第十一、 十二届
委员会委员， 四川鼎立律师事
务所首席律师施杰长期关注、
呼吁设立“好人法”，参与和目
睹了这一条款出台的全过程。

2013 年 8 月 1 日，《深圳经
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
开始实施。 这是全国首个保护
救助人的专门立法， 为“活雷
锋”撑起一把保护伞，诬告陷害
救助人将担责。

事实上， 一些经历过社会
转型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设
立了专门的法律保护好心人，
比如规定在紧急状态下， 施救
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 给被
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可免除
责任， 有的还要求公民必须帮
助遭遇困难的人， 如联络有关
部门等。

施杰认为，从民法总则到
后来的民法典中延续的第一
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条规
定，可见国家立法部门对之前
社会舆论是在积极回应的。 他
注意到，第一百八十四条反复
修改了 3 次，免责范围从有条
件免责最终修改为全部情况
下的免责，体现了对救助人彻
底的权利保障。

华东政法大学副研究员邱
唐曾撰文称，第一百八十三条规
定是民法典的一大亮点。 该条
的具体内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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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规定明确豁免了见义勇
为者事后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
风险。 ”邱唐表示，事实上，这一
新的立法，也是对当代一些社会
热点新闻事件的回应。

他介绍说，在近年的中学生
扶摔倒老人反被诬告、路人救车
祸伤员反被赖、小伙下水救人却
被讹诈等事件时见报端，“见义

‘为不为’、见死‘救不救’”似乎
成了一个颇让人纠结的事情。
民法典的新规，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对
于重新廓清社会风气具有非常
积极的作用”。

谁也不想惹来无尽麻烦

施杰自 2011 年起就开始呼
吁设立“好人法”。 令他产生这
一想法的直接原因是广东佛山
“小悦悦事件”。

2011 年 10 月 13 日， 年仅
两岁的女孩小悦悦在广东省佛
山市相继被两车碾轧，7 分钟

内，18 个人路过均未施以援手，
直到第 19 个路人———58 岁的
陈贤妹出现， 上前半扶半抱起
小悦悦。 但是结局是悲惨的：7
天后，小悦悦抢救无效离世。

那一年，施杰因推动“醉驾
入刑” 入选 2011 年度法治人
物， 以拾荒为生的陈贤妹因为
救助小悦悦这一行为也被作为
“2011 最美中国人（群体）”的形
象之一接受颁奖。 在颁奖活动
上，陈阿婆让施杰“内心久久无
法平静”。

陈贤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就是想救人”。 施杰相信，
任何人遇到小悦悦这种情况，
第一反应肯定是要去帮忙，但
很多人看到后并没有伸手，“非
不能也，是不为也”。

“万一赖上我怎么办？ ”施
杰告诉记者， 向遇到困难的他
人伸出援助之手， 这本身是一
件非常简单、纯粹的事，中华民
族“礼义之邦”自古就有助人为
乐的优良传统。 但在出现“小悦
悦事件”的那些年里，帮助他人
变成了一件复杂、麻烦的事。

“这些案例对社会的消极
影响有目共睹， 对人们道德的
腐蚀将产生深远影响。 ”社会学
者、 上饶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
学院副院长聂洪辉教授曾经对
此做过社会学分析，他表示，这
类案例增多， 给人们的启示就
是：做好事要注意，不要轻易伸
出援助之手，最终“不救助他人
的人受到指责， 老人也没有人
帮助”， 二者都陷入尴尬境地，
社会陷入道德困境。

保护善举的内生动力

近年，随着摄像头的普及、
智能手机录像的应用， 许多人
在帮助他人比如扶人时， 会观

察附近是否有监控或是打开手
机摄像边拍边扶。

“在法律层面，这是固定证
据的一种方式。 ”施杰说，这种
行为一旦发生，其实反映了人们
内心预想到“被碰瓷、讹诈的可
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如果仅仅
依赖于某种条件才敢去扶，“这
是更悲哀的事”。

“见义勇为救助制度是一个
好的实践和参考。”施杰表示，在
所有“好人好事”行为中，褒奖见
义勇为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执行
程序更为完善，但是值得见义勇
为的事是少数、可以被评定为见
义勇为的事迹也是少数，现在更
应该关注人们在那些日常的、助
人为乐的小事中面临的责任风
险，而“学雷锋”主要内容就是像
雷锋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为他人
提供帮助。

比如“扶老人”，每个人、每
天可能都会遇到。 雷锋的故事
中，他在生前也遇到过背老人回
家的小事，也差点因为老人的女
儿误会发生纠纷。

施杰认为，“好人法”更应该
在这些小事中发挥作用。

“‘学雷锋’在不同年代有着
不同的形式，但都是通过激发人
们的志愿精神，动员人们参与到
社会事务中，创造凝聚社会共识
的价值， 增加社会的公共性、利
他性。”聂洪辉认为，雷锋生活在
相对稳固的熟人社会，与那个年
代相比，当前流动性如此庞大的
陌生人社会更需要志愿性质的
互助。

聂洪辉表示， 反过来说，如
果扶助老人的救助者没有得到
应有的正义对待，对他们和整个
社会的良心都会产生毒害作用，
也许有些人从此就不再会伸出
助人的手，甚至转而投入到加害
他人的群体中去———人们最难

忍受的是“将他们视为真理的东
西当成了违法、犯罪”。

“法律制度最终目标是保障
公民在道德层面回归到最淳朴
的状态，让大家从内心愿意对需
要帮助的人伸出温暖的手。 ”施
杰建议，我国应该构建一套保护
好人的自愿救助制度， 从立法、
司法、道德和舆论等方面提供支
持，比如设立、整合国家级的“好
人基金”、 为救助行为中产生的
损失提供支持，鼓励律师无偿为
被诉的救助者提供法律服务。

2021 年 8 月 20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医师法》颁布，其中
一则条款寓示“好人法”正在向
更精细、更全面的方向深入。

医师法第 27 条规定，“国家
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
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
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条与民法典第一百八
十四条的精神一脉相承，鼓励有
专业救助能力的医师参加院外
急救、社会急救。

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任郑
山海撰文表示，“救命”可能发生
在医院，还有很多时候出现在院
外，且院外急救有着比院内急救
更加急迫的时间要求。“再快的
急救车也需要时间，这时公共场
合的医务人员就是最有价值的
力量。 ”

急救也是有风险的， 例如
在早期生命支持中最为常见的
胸外按压和电除颤， 前者可能
导致肋骨骨折， 后者可能带来
电击伤。 郑山海说，急救导致受
助者肋骨骨折或肺损伤， 过后
被家属起诉的事件不是孤例。
新的医师法为医生扫除了障
碍， 将使医生在院外发挥更为
积极的救人作用。

（据《中国青年报》）

“好人法”力撑“活雷锋”

3 月 2 日，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门前，来参观的青年在雷锋塑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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