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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暖新闻

环球采撷

热读关键词 程序违法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官

司，民办宿舍楼因违建被拆。
但当地政府的拆除行为未按程
序执行，一审审理后被判败诉。

一语 人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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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小学宿舍楼被强拆

11月1日上午，当拿到法
院判决书时，河南周口淮阳县
67 岁的卢克银迅速地翻到最
后一页。当他看到判决书上

“确认被告淮阳县人民政府强
制拆除东方小学宿舍楼的行
为违法”时欣慰不已：终于又
告赢了县政府。

2002 年《民办教育促进
法》出台后，卢克银和子女商
量，决定在家乡创办一所民办
小学（即东方小学）。学校建
成后办理了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书和民办学校办学许
可证。随着规模扩大，2016年
2 月，学校投资 500 多万元在
校园内新建一座六层学生宿
舍并于2017年初建成投用。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周口市政府“两违”整改
要求下，周口市40余所民办小
学、幼儿园陆续被强制拆除，
卢克银新建的东方小学宿舍
也在强拆之列。卢克银说，在

未经任何告知及书面批准文
件的情况下，淮阳县政府、葛店
乡政府以“未经依法批准”为
由，带人强行将宿舍楼拆除。

争议 强拆行为是否合法

2018年6月，卢克银以东
方小学的名义将淮阳县人民
政府起诉至周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强拆行为
违法。同年7月25日，该案开
庭审理。淮阳县政府称：2015
年5月，淮阳县国土资源局发
现东方小学擅自占用集体土
地建设学校宿舍楼，随后对卢
克银的女儿卢某某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书。卢某某对此没
有提出行政复议，也没有提起
行政诉讼。2016年4月，葛店
乡政府依据淮阳县政府相关
会议纪要，依法向被处罚人卢
某某发出《拆除公告》和《拆迁
公告》，但其拒不履行，这才有
了后来的强拆行动。

法庭上，卢克银及其代理
律师对淮阳县政府提供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的真实性提出
质疑，同时提出，即使淮阳县
政府是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
实施强拆行为，拆除应当是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而不是由
县、乡政府直接采取强拆行
为；同时，县政府的拆除通知
书并未实际送达东方小学。

定性 案件审理一波三折

2018年9月，周口中院认
定“淮阳县政府实施的强拆行
为明显属于超越职权、程序违
法”，判决淮阳县政府强拆行
为违法。淮阳县政府向河南
省高院提出上诉。2019 年 4
月，河南省高院以“认定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周
口 中 院 判 决 并 发 回 重 审 。
2019 年 7 月，周口中院以“原
告（东方小学）不具备提起诉
讼资格”为由，驳回起诉。

今年 8 月，卢克银和女婿
杨某某（学校投资人之一）、女
儿卢某某作为原告，再次将淮
阳县政府起诉至周口中院。

11 月 1 日，周口中院以“淮阳
县政府组织的强制拆除行为
明显属于超越职权”为由，判定
淮阳县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

说法 未合规合法均需承担后果

对于违法建筑，县政府有
无权力强制拆除？卢克银再
次胜诉对县政府意味着什么？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
善认为：淮阳县政府在未向人
民法院申请的情况下，擅自集
结人员对学校的地上建筑采
取拆除的强制措施，属于违法
行为，而且因违法行为对学校
财产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后果，
所以淮阳县人民政府应当作
为赔偿义务机关，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同时，本案的焦点已
不再是学校建筑是否违建，而
是政府的拆除行为及程序到
底是否合法。政府作为行政
机关如果不能做到程序合法
合规，一样需要承担后果。（摘
编自《华商报》）

本报讯 11 月 3 日，有网
友发文称：有民航机长邀请女
乘客进入飞机驾驶舱，该乘客
在驾驶舱内摆拍并发布照
片。多位民航人士认为，通过
照片可以判定该航班为正在
飞行的商业航班。11月5日，
涉事航空公司桂林航空发布
声明，决定对当事机长处以终
身停飞处罚，桂林航空董事
长、总经理等多名高层也因此
被处分并扣罚工资。

11月3日晚，知名航空博
主“确认信号”发布微博称，有
无关旅客在商业航班中进入
驾驶舱并就座，其配发的图片
显示，一位着非航空制服、未
带任何证件的年轻女性，在与
民用客机驾驶舱高度疑似的
环境中，十分开心地摆出“V”
型手势自拍，原微博中还配有

“超级感谢机长，实在是太开
心了”的文字。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无论是在地面还是飞行中，乘
客甚至客舱乘务员都不能随
意进入驾驶舱。这不仅是运
行规章的要求，也是空防安全
的规定。”民航资深机长陈建
国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
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
认为，该乘客应受到行政处
罚，其他机组人员如果知情不
报或故意隐瞒，也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摘编自《成都商报》）

女子进驾驶舱拍照，当事机长终身停飞

本报讯 11 月 2 日，在贵
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
里市州人民医院内上演了一
出闹剧，一名近八旬的老人因
家庭纠纷，深夜独自闯进医院
病房，硬躺在医院病床上要求
住院，医生、护士、保安多次劝
导，却毫无效果，最终医院报
警求助。

11月2日零时13分，凯里
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广场网

格中队队员刘景峰、吴名星接
到指挥中心指令，有人在州医
院病房吵闹，严重影响病人休
息。“我们到达现场后，看到一
位老人正在医院病房内大吼，
他衣服敞开露出肚子，下半身
只穿着短裤。一会儿大吼，一
会儿砸玻璃瓶子。医生说此
前这个老人来住过院，康复后
不知今天为何又跑来了，而且
闹了几次。”刘景峰说。

看到警察后，老人的情绪
更加激动。而站在一旁的医
护人员和保安十分无奈，任凭
怎么劝说老人都不听。为了
尽快稳定老人情绪，医生根据
其以往的住院记录拨打了老人
家属的电话，得知老人是因为
和子女闹矛盾，自己大晚上跑
出来吵着闹着要住院。最终，
通过民警反复劝说，老人返回
家中。（摘编自《贵州都市报》）

和子女闹矛盾后强行要住院

英国兴起“聊天长椅”
慰藉孤独老人 英国《泰晤
士报》4日报道，英国萨默赛
特郡警察阿什利·琼斯受一
起电信诈骗案件的启发，意
识到哪怕只是陪聊天，也是
助益孤独老人。今年 5 月，
他在萨默赛特郡小城滨海
伯纳姆一条长椅挂标牌，写
有“‘聊天长椅’：如果不介
意与路过的人打招呼，在
这儿坐下吧”，由此发起

“聊天长椅”创意。琼斯还
创建慈善团体“老年居民
联络组”，并在这一团体的
网站发布“聊天长椅”标牌
照片，需要者可以下载打
印。今年 53 岁的艾莉森·
欧文也在加的夫市多条长
椅上挂“聊天长椅”标牌。
她说，看见一名老年人在公
园长椅独坐40分钟、没有人
说话，因而加入“聊天长椅”
活动。目前，“聊天长椅”还
出现在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国。（摘编自新华社）

捐资近40万元仍住简
陋宿舍 今年 97 岁的章丽
华是南京工业大学一位离
休干部。2002 年，章丽华
的爱人——原南京建筑工
程学院副院长胡松林辞
世，章丽华带着两人的全
部积蓄共计 12 万元，请求
学 校 设 立“ 胡 松 林 奖 学
金”，每年资助 4 名大学新
生 ，一 直 到 他 们 完 成 学
业。自那时起，她每年捐
出19200元充作奖学金基
金并坚持至今。与此同
时，章丽华仍居住在建于
上世纪80年代的南京工业
大学虹桥校区简陋教工宿
舍楼里。受资助的学生来
看望她时，她也会让学生
把礼物带回去。（摘编自澎
湃新闻）

“他总是吵闹，影响我
休息。”

——作为 5 岁男孩的
父亲，江苏宿迁男子张某
做出了让很多人无法理解
的事情：他到集市上买来
一把斧头藏在家中，并在
谋划一周后，将自己的儿
子捆绑起来，用斧头多次
砍、砸并试图杀死儿子。
对自己的这番作为，张某
表示是因儿子太吵。近
日，宿迁市沭阳县检察院
对张某批准逮捕。（摘编自

《北京青年报》）
跟一句：怎么下得了

手？枉为人父！

“ 扫 垃 圾 的 关 你 啥
事。”

——近段时间，甘肃
兰州市小西湖黄河大桥两
侧栏杆上摆放的观景花频
遭“黑手”，不仅被部分市
民连根拔起，有的甚至被
连盆端走。负责该路段卫
生的环卫阿姨称，自己曾
试着制止，反倒被那些拿
花的人骂多管闲事。园林
绿化管理所工作人员表
示，对于偷花行为，他们也
只能批评教育。（摘编自

《兰州晨报》）
跟一句：偷走的是花，

丢的是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