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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实案例改编的电视剧《扫黑风暴》近日完结，
该剧讲述了中央
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中江省绿藤市打击黑恶势力、抓获保护伞的故
事，
一经上线就获得了极大的反响，
网友均表示
“尺度大、
很真实”
。那
么在绿藤市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
存在哪些违法犯罪行为？本版邀请
海淀法院法官为您解读剧中的这些法律知识。

由白宇、宋祖儿、毛晓彤等人领衔主演的家庭情
感剧《乔家的儿女》讲述了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乔家五
个孩子在艰苦岁月里互相扶持、努力生活的故事。
自播出起，
《乔家的儿女》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本版
特邀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钟文青回顾剧中
隐藏的诸多法律问题。

不签字就断腿 违背意愿可撤销
构予以撤销。
也就是说，虽然“断腿”是海哥安排的一出戏，但
由于海哥以暴力方式迫使李成阳违背真实意思表示，
当即在合同上签了字，
所以这份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可
撤销合同，李成阳脱离危险后，可以向法院或仲裁机
构申请撤销。同时，海哥的行为属于以暴力、威胁手
段强迫他人转让公司股份，
可能违反《刑法》第二百二
十六条之规定，
涉嫌强迫交易罪。

美丽贷不美丽 非法催收债务是犯罪
剧情：记者黄希暗访医美中心，在咨询医美的过
程中发现了背后的
“美丽贷”
陷阱。
“美丽贷”
为什么这
么可怕？其中的层层套路又违反了哪些法律？
解读
“美丽贷”
利用消费者爱美心切的心理，
提供短期
高利率贷款，
剧中医美中心提供的
“美丽贷”
贷款利率
三个月内 18％，三个月外 25％，属于高利贷。我国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禁止高利放贷，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关于办理非法
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
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
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第（四）项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该医美中
心以医美服务掩护非法放贷行为，
涉嫌非法经营罪。
剧中，医美中心提供给顾客的“美丽贷”，除了表
面上具有高利率的特征之外，
实际上是不法分子以借
贷名义行非法占有之目的，已经构成了“套路贷”。
根据《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
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
“抵
押”
“担保”
等相关协议，
通过虚增借贷金额、
恶意制造
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
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
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
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
此外，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后增加第二百九
十三条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
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
的非法债务，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使用暴力、
胁迫方
法的；
（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
（三）恐吓、
跟踪、
骚扰他人的。
”
剧中，黄希在咨询中，有顾客在现场反映自己被
通知要求提前还贷，这正是不法分子故意制造违约，
对于无法还款的顾客，不法分子将以暴力、恐吓等方
式进行非法催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这类
行为将涉嫌寻衅滋事罪。

恶势力强买强卖 欺行霸市须严惩
剧情：菜霸杨冬长期垄断绿藤市蔬菜市场，操控
蔬菜价格，通过暴力手段打压其他经营者，菜贩们敢
怒不敢言。杨冬以此方法榨取非法利益，
扰乱市场秩
序，
菜霸杨冬的行为是否违法？
解读
《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
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杨冬要
求市场的菜贩只能从他这里进货，还压低菜贩的价

格，使得菜贩的利润大大降低，杨冬垄断菜市的行为
造成了他人的损失，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此外，杨冬通过暴力、威胁手段要求菜贩从自己
手中进货，强买强卖商品，已经构成《刑法》第二百二
十六条规定的强迫交易罪。杨冬招揽打手、
小弟殴打
菜贩，收取保护费等行为还涉嫌故意伤害罪、寻衅滋
事罪、
敲诈勒索罪以及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
理应受到严惩。

偷录视频欲敲诈 虽被套路仍面临治安处罚
剧情：孙兴“酒后吐真言”，徐小山偷录视频意欲
敲诈钱财，没想被孙兴发现后，孙兴主动向徐小山转
账 3000 元，又以敲诈勒索报警。徐小山的行为是否
构成敲诈勒索罪？
解读
敲 诈 勒 索 是 指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 ，对 被 害 人
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
私财物的行为。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
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 2000 元至 5000
元以上、3 万元至 10 万元以上、30 万元至 50 万元以上
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
“数额较大”
“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
。
那么，
徐小山的行为是否应受到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盗窃、
诈骗、
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所以，徐小山的敲诈勒索行为虽
不作犯罪处理，
但仍可能面临治安管理处罚。

黑社会组织具备哪些特征？
剧情：随着中央督导组调查的逐渐深入，一张黑
恶势力的大网逐渐浮出水面，
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
解读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应该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
的组织者、
领导者，
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
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
的活动；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为非作恶，
欺压、
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
业内，
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严重破坏经济、
社
会生活秩序。

该条规定，
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
处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没收财产；
积极参加的，
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可以并处罚金。
剧中，绿藤市的黑社会组织以高明远为组织者、
领导者，
以郑毅红、
曹鹏为骨干，
以陈建波、
曹晓峰、
杨
冬等为成员，内部人员结构由上至下，骨干成员稳
定。他们通过经营歌厅、
赌场、
控制菜市、
投资房地产
等方式进行敛财，具有经济实力，为其违法活动提供
经济支持。通过雇用打手、
暴力恐吓等形式从事违法
活动，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保护伞，控制绿藤市的重要
经济命脉，
欺压百姓、
称霸一方，
符合法律规定的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
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高明远
作为黑恶势力的幕后黑手，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
制造多起故意杀人等违法犯罪活动，
涉嫌组织、
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公职人员包庇、
纵容黑社会涉徇私枉法罪
剧情：贺芸是绿藤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市公安
局扫黑办主任，
作为司法工作人员，
她知法犯法、
徇私
包庇，
为孙兴、
高明远的犯罪活动提供保护伞，
造成了
严重后果，
那么贺芸的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
解读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司法工作人
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
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
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
裁判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高明远等人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
《刑法》第二百
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
性质的组织，
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贺芸利用职权多次为孙兴、高明远等人洗脱罪
名，使得不法分子免受责罚，涉嫌徇私枉法罪。作为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贺芸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包
庇、纵容，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应依照
数罪并罚的规定进行处罚。
文/本报记者 朱健勇

追︽扫黑风暴︾粉︽乔家的儿女︾，
看剧学法两不误

剧情：新帅集团董事长马帅去世后，公司股东海
哥要求李成阳把股权转让给自己。不签合同？腿别
要了。保命要紧，李成阳无奈签下股权转让协议，那
么这份协议有效吗？
解读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
一方或者第三人以
胁迫手段，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Q1：幼年乔三丽被李和满猥亵，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极大的童年心理阴影。那么李和满的
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法官说法：
《刑法》中强奸儿童与猥亵儿
童在目的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区别，根据《刑
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
定，
强奸以发生性关系为目的，
行为方式是发
生性关系的奸淫行为，而猥亵儿童则是以寻
求性刺激为目的，
没有发生性关系的意图，
行
为方式是对儿童实施性侵以外的淫秽行为。
剧中李和满的行为如何认定，要看李和

满对三丽不轨时的目的是不是想要发生性
关系，采取的行为是性侵，还是性侵之外的
下流淫秽行为。若李和满是以发生性关系
为目的而对三丽实施性侵，由于乔一成的及
时发现而未得逞，那么李和满的行为属于强
奸未遂。若李和满并不是想发生性关系，对
三丽采取的是性侵之外的淫秽行为，那么其
行为属于猥亵儿童。

Q2：
三丽被李和满欺负，
乔祖望（三丽父亲）却向李和满索要钱财私了，
乔祖望的行为是否合法？
法官说法：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
非法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
剧中乔祖望得知三丽被李和满欺负之
后，抄起一把刀冲进了李和满家，观众都
以为乔祖望只是去教训一下李和满，谁知
乔祖望只是向李和满要了一笔钱。如果
乔祖望在一开始就是以索要钱财为目的，
用告发李和满对三丽的不轨行为相威胁，

或者以暴力相恐吓，且最终索要的钱财数
额较大，那么乔祖望的行为便构成敲诈勒
索罪了。
《刑法》明确规定，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
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Q3：
乔家的母亲在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去世了，
乔祖望独自一人抚养四个子女（第五个孩
子乔七七寄住在姨妈家），
生活一直比较困难。于是，
乔祖望打算将四美送养，
收养人是四美二
姨介绍的沈老师夫妇，
当二姨夫质问起二姨的时候，
二姨说：
“那都是有正儿八经民政局收养手
续的！
”
那么剧中的收养是否真的
“正儿八经”
呢？
法官说法：剧中，乔家属于单亲家庭，乔
祖望独自一人抚养四位子女，生活一直比较
困难，孩子们更是经常吃不饱饭，乔祖望属
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四美
则属于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二人分别满足法律上送养人与被收养人的
条件。收养四美的沈老师夫妇没有子女，有
抚养教育四美的能力，而且从人物设定上来
看，沈老师夫妇未患有疾病，无违法犯罪记
录，年满三十周岁，满足法律上收养人的条
件。由于四美母亲早已去世，因此，乔祖望

送养四美可以单方送养，而沈老师夫妇则是
共同收养四美，且无论乔祖望送养还是沈老
师夫妇收养，
双方都是自愿的。
此外，尽管剧中没有直接透露四美当时
的年龄，但乔祖望在送养前特意询问过四美
的意见，四美对于要被送去和沈老师夫妇一
起生活表示非常愿意，所以送养也征得了四
美本人的同意。因此，剧中沈老师夫妇收养
四美的桥段，符合《民法典》有关收养和送养
的各项规定，确实属于四美二姨所讲的“正
儿八经”
，
是合法合规的收养。

Q4：
叶小朗偷偷将一成的资料稿子抢先在报纸上发表，
侵犯了一成的什么权益？
法官说法：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
发表权是著作权中的首要权利、
著作权人身权之一，是作者决定是否将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包括发表作品的
权利和不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要未经作者的同意，
将其尚未发表的作品公之于
众，
就侵犯了作者的发表权。
剧中叶小朗在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一成的稿件，
当时稿件尚未公之于众，
但随后叶小朗却悄悄将偷来的稿件抢先发表，
使得一成的稿件在未经本人许可的
情况下被公之于众，
刊登在报纸上，
因此叶小朗的行为侵犯了一成的发表权。
Q5：王一丁母亲去世后，王一丁和乔三丽收拾遗物，在遗物里找到录音
机，录音机磁带里记录了王一丁母亲的遗嘱：
“留下的 2 万元和老宅归大儿子
王一丁和三丽所有，房产证已交给亲表姐姜丽华。”王一丁母亲以这样的形式
留下的遗嘱是否有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明确规定，录音遗嘱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
证，
且遗嘱人和见证人均应在录音中记录各自的姓名以及立遗嘱当天的年、
月、
日。此外《民法典》还规定，遗嘱人必须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遗嘱必须出自
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剧中，王一丁母亲虽然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在法律上属
于录音遗嘱，但是否有效，还要看她在录遗嘱时有无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录音遗嘱中是否记录遗嘱人和见证人各自的姓名、立遗嘱时间以及遗嘱是
否出自其真实意思表示。
Q6：
乔三丽和戚成钢开了一家博文五元书店，
在招工的时候，
戚成钢对前来应聘的小孟说
试用期为三个月，
双方也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那么三个月试用期是否合法？
法官说法：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
的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
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
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
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那么戚成钢对小孟要求的三个月试用
期是否合法，需视小孟的具体劳动合同期限
来确定。剧中并未明确戚成钢是否与小孟
签订了劳动合同，也没有明确交代小孟在书
店上班的时长，所以戚成钢所说的三个月试
用期是否合法无法确定。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建立劳
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
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书面劳动合同是对劳动者就业的基本保障，
但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法律上
也有明确的规定来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保
护，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
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 2 倍的工资。除了支付 2 倍工资
外，用人单位还应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
同。需注意的是，
《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还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此，
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若在建立劳动关系时
用人单位未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一定要学
会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Q7：乔四美爱上的戚成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渣男，品行败坏，作风也有问题，甚至婚后曾
连续多次出轨。好在最终乔四美认清渣男真面孔，及时止损。那么，戚成钢多次婚内出轨，离
婚时乔四美是否能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法官说法：夫妻因一方重婚、与他人同
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
有其他重大过错而导致离婚，那么无过错方
可以在离婚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剧中，戚成钢在婚内多次出轨，屡教不
改，虽然尚未构成与他人同居，但其行为性

质恶劣，违背公序良俗，对夫妻感情伤害极
大，一般属于重大过错，因此乔四美在离婚
时可以向戚成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日常
生活中，当事人要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注意留存相关证
据线索。

Q8：
王一丁在车间上班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车间叉工偷懒导致五六个人受伤，
其中王一丁
伤势最重，
失去生育能力。王一丁受的伤属于工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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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剧中王一丁
在上班期间于工作车间中发生了事故，
致使自身失去生育能力，
身体受
到严重损害，
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因此王一丁所受的伤属于工伤，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包括医疗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
交通费、
食宿费、
康复治疗费、
辅助器具费、
停工留薪、
生
活护理费、
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等。
文/本报记者 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