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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人民法院召开交通

事故案件“刑民一体化”工作新

闻发布会，通报“刑民一体化”

工作运行情况，并发布了2021

年审结的六起交通事故典型案

例。中国网、《江南时报》《南通

日报》、南通电视台、市融媒体

中心等媒体记者及部分市人大代

表、市政协委员参加了发布会。

2020年5月，市人民法院建

立了交通事故案件“刑民一体

化”工作机制，由交通事故庭集

中办理全市的交通事故民事案

件，派驻刑事员额法官到交通事

故庭办理涉交通事故刑事案件，

建立专业执行团队集中办理涉交

通事故执行案件，把化解纷争贯

穿始终，最大限度地化解当事人

的烦恼。

机制运行过程中，市人民法

院坚持系统化思维，将“刑民一

体化”工作与“道交一体化”改

革工作同步推进，注重刑民程序

的合法、有机衔接，同一起交通

事故原则上安排同一法官或者合

议庭进行审理，综合考虑刑事案

件的裁判和民事纠纷化解，促成

案件处理结果的相互运用，并督

促侵权人自觉履行赔偿义务。此

举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提升裁

判质量和司法公信，最大限度地

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交通事故案

件，让交通事故案件处理真正实

现“一庭通、一门清”。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自交

通事故案件“刑民一体化”工作

推进以来，市人民法院已妥善处

理刑民交叉案件20余件，涉案标

的额达1400余万元。

在本次发布的六起交通事故

典型案例中，有两起是“刑民一

体化”处理的成功样本，既有刑

事法官与民事法官的共同协作，

也有法官与检察官的携手解纷，

高效兑现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

任，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另外四起典型案例分别从

缓刑的适用、共同危险驾驶、出

售存在缺陷的二手电动车、好意

搭乘等角度，结合具体案情对某

些交通参与者存在的法律误区进

行纠偏，助推道路交通安全法治

建设。

发布会还就网络上存在的所

谓“交通事故三不原则”（不认

责、不垫付、不探望）进行了否

定，提醒肇事者发生事故后，应

当依法赔偿并真诚悔过道歉，自

觉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者。

□融媒体记者张亮亮

蔡迎春

市人民法院召开交通事故案件新闻发布会

市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交通安全典型案例

一、李某甲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29日17时许，被告人李某甲持C1E
类驾驶证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S603县道由北向南行
至某路段时，驶入非机动车道碰撞同向行驶由张某驾
驶的电动自行车，致张某当场死亡。案发后，被告人
李某甲主动报警，如实供述了其罪行，且自愿认罪认
罚。经鉴定，被害人张某符合交通事故致头部及胸部
严重复合性损伤死亡。经公安机关认定，被告人李某
甲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如皋市人民检察院向如皋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
不久，受害人张某的近亲属又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李
某甲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两案审理过程中，为提高
审判效率，促进纠纷化解，刑庭、道交庭的承办法官
精诚协作，先共同组织调解，推动双方当事人就民事
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后又组成合议庭就刑事案件公开
开庭进行了审理。

【裁判结果】
如 皋 市 人 民 法 院 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 作 出

（2021）苏0682刑初150号刑事判决，以交通肇事罪
判处被告人李某甲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
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市检察院亦未抗诉，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本案系交通事故案件民事与刑事“一体化”审判
的成功样本。通过集中审理涉交通事故刑事、民事案
件，构建专业的交通事故案件审判机制，综合考虑刑
事案件的裁判和民事纠纷的化解，高效兑现刑事附带
民事赔偿责任，依法促成案件处理结果的相互运用，
最大限度化解当事人的烦忧。

二、李某乙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李某乙驾驶重型半挂

牵引车牵引重型普通半挂车在如皋市白蒲镇某路段倒
车时，未能确保安全，车辆尾部碰撞蒋某（男，72
岁）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后载92岁的杨老太），导致
蒋某受伤、杨老太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被害人
杨老太符合交通事故致头部、躯干部及右上侧、下肢
严重复合性损伤死亡。经公安机关认定，被告人李某
乙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蒋某负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李某乙主动报警，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并垫付了蒋某的医疗费及杨
老太的丧葬费。在肇事车辆投保的交强险、商业险足
以赔偿蒋某及杨老太亲属全部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审
理中，李某乙又表示自愿将垫付的丧葬费补偿给杨老
太的近亲属。

【裁判结果】

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乙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
死亡，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交
通肇事罪。考虑到被告人李某乙有自首情节，自愿认
罪认罚，自愿补偿杨老太近亲属的经济损失等情节，
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在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被告人有无积极赔偿、

是否取得谅解，是重要的量刑情节。若被告人不积极
主动赔偿或未尽力赔偿，一般不得适用缓刑。而本案
中，被告人李某乙有积极赔偿、补偿的意愿，但因被
害方提出过高的补偿要求且未及时办理保险理赔手
续，本案民事赔偿事宜迟迟无法解决，显然不应由被
告人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三、吴某、郑某共同危险驾驶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1日19时许，被告人吴某与郑某共

同饮酒后，车主吴某明知郑某饮酒，仍将自己的小型
轿车交由郑某驾驶。后郑某持C1类机动车驾驶证驾车
搭载吴某，沿如皋市白江线由北向南行至江安镇立新
河北路交叉路口南侧路段，与被害人卢某驾驶的普通
二轮摩托车发生事故，致卢某受伤，两车损坏。

经南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物证鉴定室鉴定：
在郑某的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含量为146.2mg/
100mL。

案发后，被告人郑某、吴某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卢某的损
失，取得被害人卢某的谅解。

【裁判结果】
如 皋 市 人 民 法 院 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 作 出

（2021）苏0682刑初897号刑事判决：以危险驾驶罪
判处被告人郑某拘役二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
2500元；判处被告人吴某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市检察院亦未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我国 《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
金。但该罪的主体不仅适用于机动车驾驶员。如果车
主或相关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仍然将车辆交由其
驾驶或者教唆、指使其驾驶，只要驾驶员达到醉驾的
标准，相关人员也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共犯。本
案中，被告人吴某作为车主，明知郑某饮酒，仍然将
自己的车交由郑某驾驶，其自身虽未驾车，但其交付
汽车和车钥匙的行为已然为郑某的醉酒驾驶客观上提
供了帮助，系郑某危险驾驶的共犯。本案的发生不仅
再次警醒驾驶员，严格遵守酒后不开车的原则，也提
醒广大车主，不要向醉酒人出借私家车，不要指派醉
酒人驾驶机动车，否则同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法检通力协作 成功化解一起
涉刑、民交通事故纠纷

【基本案情】
2021年2月4日，张某某驾驶小型轿车与严某某

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严某某受伤、经
抢救无效于2月10日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某
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严某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2021
年4月，严某某的婚生女严某、妻子李某某、母亲刘
某某诉至本院，要求张某某及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事故
造成的损失。诉讼过程中，受害人严某某的非婚生女
王某于2021年8月申请参加诉讼。

【裁判结果】
在如皋市人民法院、如皋市人民检察院的共同协

调下，该起交通事故引发的刑、民纠纷均得到妥善的
化解。最终，严某某的婚生女严某、妻子李某某、母
亲刘某某及非婚生女王某与张某某、保险公司就保险
范围内的赔偿及保险限额外的补偿谅解事宜达成调解
协议，并且严某、李某某、刘某某还与王某就赔偿款
的分配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因张某某取得了受害人
家属的谅解，且无其他重大违法行为，市检察院也对
张某某依法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典型意义】

近年来，如皋市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推行交通事故
“刑民一体化”机制，主动与公安、检察机关对接，把
认罪认罚、民事赔偿贯穿于交通事故纠纷处理的全过
程。本案的成功解决，正是在此模式运行下产生的典
型案例。

五、出售存在缺陷的二手电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5日，许某某驾驶刘某某从某经营部

购买的一部二手电动二轮车碰撞同向步行的王某，致
王某受伤，经抢救无效于二日后死亡。经交警部门认
定，许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某无事故责任。
公安机关对许某某驾驶的电动二轮车的属性进行鉴
定，意见为：该车辆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 (GB17761-2018）中的相关规定，属于机动车。
王某的法定继承人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许某某、刘某
某、某经营部等五被告共同赔偿损失合计1253747.31
元。

【裁判结果】

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许某某驾驶的
二手电动二轮车，是否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GB17761-2018）中的相关规定，以及是否是
经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是否在车辆
管理部门注册登记过，被告某经营部未尽到审查义
务。被告某经营部将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

件》（GB17761-2018）要求的车辆转卖给被告刘某
某，后该车上路行驶时发生事故，对涉案事故的发生
被告某经营部具有一定过错，判决某经营部对原告的
各项损失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决后，某经营部不
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后依法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
日常生活中，经营者违法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的

情况屡见不鲜。超标电动自行车往往在最高车速、整
车重量、电机功率等方面都超出国家标准，存在产品
缺陷，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损害扩大的风险，
致使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未以机动车驾驶标准操作车
辆及采取防护措施，构成乃至加大了肇事车辆的不合
理危险。本案认定肇事车辆缺陷与事故发生存在一定
的因果关系，对于打击非法销售不合格电动自行车的
行为，净化我市电动自行车销售市场以及促进交通安
全、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

六、洪某搭乘陈某的机动车发生事
故受伤一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25日，吴某驾驶自卸三轮汽车与陈
某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后载洪某）左侧相碰撞，
致陈某、洪某受伤，两车损坏。经交警部门认定，吴
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洪某无事故责任。2021年5月24日，洪某诉至法院，
要求吴某、陈某赔偿其因事故造成的损失。

【裁判结果】

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洪某与被告陈某
系工友关系，事故发生于陈某与洪某结伴下班途中，陈
某搭载洪某属于好意同乘行为。考虑到双方的关系，本
着减少矛盾、化解纠纷的原则，承办法官通过当面调解
及电话沟通等方式，组织双方进行多轮调解。最终，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吴某分期赔偿原告洪某18000
元，被告陈某一次性赔偿原告洪某5000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如皋市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处理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涉好意同乘交通事故
纠纷的首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
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具
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好意同乘本质上是一种情谊行
为。无偿不等于无责，但在机动车驾驶员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当减轻驾驶员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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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的舅舅肖荣教授
的《李渔评传》，作为新中
国“第一部全面研究李渔
的专著”（见浙江文艺出版
社1985年《李渔评传》出
版编辑说明）的作者，凭
借第一手资料，考证、坐
实李渔出生年月和十七八
岁前生活在如皋的史实。
李渔是世界的，是中国
的，也是如皋的，是从如
皋走出去的，我们如皋人
没有理由不认识、不理解
他，不研究、不发扬他。

2002年，我在市人事
局时，经我向市委宣传部
和市文联、文化局汇报、
建议，特地邀请肖荣来如
皋作讲座。肖荣在他外甥
冯建堪陪同下，专程来如
皋，时任组织部长浦文海
接待，我和有关部门的人
员，再次陪同肖荣游览园
林寺庙、大街小巷。

“如皋作为古城，她特
有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
情，产生李渔这样的大
家，有其必然性，如皋走
出了李渔，李渔离不开如
皋！”肖荣很有感触地说。

我市假座人事局会议
室，请他作了关于李渔的

讲座。肖荣评说了李渔的生平事迹、众多才艺和历史局
限，概述了《李渔评传》的主要内容，讲说了他研究李
渔的动机、方法和资料收集过程，现场互动，他回答了
听众提出的问题，近百人听取了讲座，肖荣还向到会人
员赠送了他的《李渔评传》。这是李渔离开如皋300多年
后，第一次“走进”如皋。

2006年5月21—26日，我和友人偕同市电视台摄
制组，赴浙江拍摄《寻访李渔》。

我们一行到达位于杭州文三街的浙江大学教授楼，
肖荣教授和他的夫人刘云泉教授在家接待了我们，看到
李渔故乡的来人，夫妇二人十分开心。肖荣侃侃而谈李
渔在杭州、南京和兰溪的活动，和他近年来研究李渔的
新的成果，以及学界的反应和评价，整整谈了半天。他
还给我们展示了他收集的李渔资料、画像、李渔剧作古
本、全集，以及他自己的著作手稿。

肖荣与浙江兰溪“李渔研究会”负责人联系，让他
们接待我们采访。我们驱车前往金华的兰溪，参观了为
纪念李渔而建的芥子园，园林承袭了南京芥子园的风格
和称号，小中见大，曲中见幽。

根据肖荣研究，因为战乱，李渔曾避居故乡兰溪下
李村3年，他在乡居期间，对村上的公益事业非常热
心，据《光绪兰溪县志》记载，他倡导和设计了四处石
坝连接两条溪流，开凿了三条长达6余里的水渠，大大
方便了村民的灌溉和饮用。我们专门到下李村，录制了
三百多年前的石坝和水渠。十几个工人正在修缮李渔祠
堂，祠堂宏伟高朗，气宇轩昂，可见故里乡亲对李渔一
往情深。我们采访了当地村民，他们引领我们寻东访
西，漫步乡道，他们对李渔所做的公益事业，津津乐
道，念念不忘。李渔的如皋、兰溪两个故乡的后人，相
谈甚欢，依依惜别……

如今，如皋建了李渔小学，修了李渔路，在大剧院
前塑了李渔雕像。李渔是如皋人引以自豪的历史文化先
贤，是历史文化古城的一座丰碑。我们应当永远纪念
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他。肖荣教授已于
今年上半年作古，享年87岁，他研究李渔的成果和贡
献，将永存而不朽！

袁绍昂其人其著考（下）
□春 燕

《杏红馆酬世文钞初集》等著作是考
证袁先生交友的重要史料。第一、袁先生
交游广泛，尤其与乡人往来密切。他的诗
文也深受乡人的爱戴。譬如他的六本诗文
专著就是因为多位乡友的慷慨捐助才能传
世。同乡捐助者有徐贯恂、谈觉农、钱实
秋（南通籍举人）、姚仲勋等等。其中江
知源先生和徐一白先生同是南通商界名
人。前者是张謇的得力助手，通海垦牧公
司的元老之一；后者是张謇的晚年挚友，
胜西烟厂的经理。第二、乡友中，徐贯恂
与袁先生的交情较深，袁先生为徐先生作
文写诗最多，有《题徐贯恂渴望和平图》
《题徐贯恂为胡介明绘佛像》《题徐贯恂为
胡介明绘松芝图》《和徐贯恂赋顾未杭、
崔聘臣、顾饮楼三先生重游泮水原韵》
等。第三、通过诗文的分析，读者们不难
发现袁先生的乡友中，刘宝泰和邓际昌两
位先生最有分量。曹文麟有言：“余幼时
见袁君于西市关庙黏谜语招人，士之贫
也”；费师范也用“区区文字之役”来形
容袁君的生活：袁绍昂早年的清贫可见一
斑。据顾尔錪（袁绍昂的亲戚）的序言，
因为刘君的推荐，袁先生主持编撰了《山

东图书馆重编目录》，并成为邓际昌（时
在山东为官）的助手，“幕中大小文章均
由袁作”；从此先生闻名齐鲁大地，始有
人以金求文。辅助邓际昌成为了袁君人生
的一大转折点。对于刘君的知遇之恩，袁
先生也是心存感激，他不仅为刘撰文《刘
念劬明府四十寿序》，并将此文列为《杏
红馆酬世文钞初集》首篇，足见他对刘君
的尊重！

《青莲轩菊觞集》（如皋马塘《李星白
六十大寿贺词集》）是见证袁刘友谊的重
要实证之一。此书同时也录有邓际昌的贺
诗、刘宝泰的贺诗和题字。袁撰《李星白
先生六十寿言》首句便是：“余少从叔父
（于）晓唐即识尊人志高先生。”“晓唐”
就是邓际昌和刘宝泰的家乡如皋马塘。

“叔父”就是袁绍昂的小叔。袁绍昂小时
和刘宝泰一起随季父（袁的小叔）学习长
达六七个寒暑。因此袁先生小时曾在马塘
住过数年，并与刘宝泰成为同窗。李星白
先生是马塘的大名人。他的六十大寿，邓
际昌、刘宝泰和袁绍昂自然均会以文贺
寿。

最后一本《圣迹图联吟集》上卷为潘

诗，下卷为袁绍昂先生的和诗百余首
（《杏红馆诗钞》 三集中未见）。潘守
廉、潘复父子是近代知名的藏书家。潘守
廉（1845-1939）为清末学者，他就是为
《杏红馆诗钞》 题词的对凫居士。潘复
（1883-1936），原名贞复，字馨航，山东

济宁人。清末举人，进士潘守廉之子，与
南通张謇研讨郡国利病，于是搜求历代著
述、舆地图籍多种。袁先生的诗才为潘守
廉所赏，因此有机会与潘守廉合作《圣迹
图联吟集》，为南通人与山东潘家的书缘
又添了一段佳话。

旧影新话——如皋民兵
□老 张

如皋民兵有着优良的传统，爱党
爱国。早在1945年如皋城第一次解放
的战斗中，众多民兵率先从四面八方
包围如皋城。待到新四军主力部队到
达如皋城四周后，如皋民兵跟随主力
部队，英勇作战，消灭敌人，解放如
皋城。《苏中报》及时报道如皋民兵的
优越表现，如皋民兵名扬苏中。

1966 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局
势，毛泽东指出：

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
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
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
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
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

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
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

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
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
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

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
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从此全国民兵加入“备战备荒为
人民”的运动中，如皋民兵也是不甘
人后。这张老照片大约摄于二十世纪
七八十年代，照片中的如皋民兵正在
操场上训练。照片拍得非常清晰，从
中可以看出，他们一边呼喊着口号，
一边持枪刺向前方。他们继承红色基
因，刻苦训练的场面，令人难忘。

潘复潘复张謇张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