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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侵犯烈士名誉
民事公益诉讼昨日宣判
被告在本地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晚报讯 “现已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 请求给予本人改过的机会。
对谢勇烈士的亲属造成的伤害深
表歉意。 给公共利益带来的负面影
响，愿意通过公开媒体赔礼道歉。 ”
6月12日， 由淮安市检察院提起的
全国首例侵犯英烈名誉的民事公
益诉讼，在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 在庭审的答辩中，被告人曾某
作出了这样的答辩。 经由3名法官
和4名人民陪审员组成的七人合议
庭审理，最终宣判：7日内，被告曾
某在本地市级报纸上公开道歉，消
除影响。
2018年5月12日下午， 淮安市
清江浦区某小区一幢高层住宅发
生火灾，消防战士谢勇为了解救被
困群众，不幸坠楼，后经抢救无效
壮烈牺牲。 2018年5月13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安部批准谢勇为烈士
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5月14日， 家住淮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曾某在微信群里散布“不
死是狗熊，死了就是英雄”“自己操
作失误掉下来能怪谁，真不知道部
队平时是怎么训练的”等不实言论
对谢勇烈士进行污蔑，并在他人劝
阻时还表示“拘留算什么，坐牢我
都不怕”。 经群众举报，5月15日，曾
某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在谢勇烈士亲属声明不提起
民事诉讼后，5月21日，淮安市检察
院依法对曾某提起了侵犯英烈名
誉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今
年5月1日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由检
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庭审中，记者注意到，被告
曾某一直低着头， 无论在答辩中，
还是对检察机关出示的相关证据，
均表示对事实和理由部分不表示
任何异议， 并且数度站立深深鞠
躬，表示悔意。
经合议庭审理， 法院认定，被

告曾某利用微信群，发表带有侮辱
性质的不实言论，歪曲烈士谢勇英
勇牺牲的事实。 因该微信群成员较
多，且易于传播，被告的此种行为对
谢勇烈士不畏艰难、不惧牺牲、无私
奉献的精神造成了负面影响，已经
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了对
谢勇烈士名誉权的侵害，并侵犯了
社会公共利益。 法院判决：被告曾
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本
地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如曾
某拒不履行，本院将在淮安市级报
纸上公布判决的主要内容，相应费
用由曾某负担。
对于本案，审判长赵文告诉记
者：“
英烈精神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全
社会都应当认识到对英雄烈士合法
权益保护的重要意义，有责任维护
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等民事权
益”。
■淮海晚报记者 何剑峰
通讯员 赵德刚 赵大为

链 接 庭审中，人民陪审员轮番发问
在此次庭审中， 记者注意到，
市中院组成了含3名法官和4名人
民陪审员的七人合议庭。 据悉，这
是今年4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陪审员法》实施后，全国首例
适用七人合议庭审理保护烈士名
誉的公益诉讼案件。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人民法院
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
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
（一）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
刑事案件；（二） 根据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
（三） 涉及征地拆迁、 生态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
的案件；（四）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

案件。 同时，该部法律还规定，人民
陪审员参加七人合议庭审判案件，
对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并与
法官共同表决；对法律适用，可以
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
在昨日的庭审中，人民陪审员
轮番向被告曾某发问。 一名陪审员
问被告：“在微信群里发表言论的
时候， 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对
此，被告曾某回答，事发前几天他
的心情一直很烦躁。 他那几天想和
前妻复婚，但被拒绝了。“
两三天我
都是睡醒了就去喝酒，心情很烦。 ”
曾某称，事发当天14点30分左右他
去饭店喝酒，一直喝到了15点50分
许。 之后他在微信群里看到有群友
在悼念烈士谢勇，趁着酒劲就发表
了侮辱、污蔑、侵害烈士谢勇名誉

的言论。“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想，
其实什么想法都没有。 ”曾某说，他
对于自己的这一举动，十分后悔。
另一位陪审员紧接着发问：
“事 后 有 没 有 主 动 在 微 信 群 里 道
歉。 ”对此，曾某说，当看到越来越
多地群友批评他的时候，他也感觉
到后悔、害怕，不过没有在群里公
开道歉，而是给群主打了电话，“和
群主道了歉，说了对不起。 ”
对于自己的言语，在法庭的最
后陈述中， 被告曾某表示诚恳悔
过：“我十分后悔，我会公开在媒体
上道歉， 让大家都知道， 消除影
响。 ”
■淮海晚报记者 何剑峰
通讯员 赵德刚 赵大为

电影《黄花塘往事》剧本研讨会在京举行

6月10日，“献礼盱眙，追寻红色
足迹，重温红色记忆”，电影《黄花塘
往事》 剧本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宾馆隆重举行。 影视界专家、红色
文化学者代表、 影片主创人员出席
会议。 研讨会由过向宏主持。 电影
《黄花塘往事》是为纪念盱眙县解放

70周年而创作的，影片通过人情美、
人性美，展现最美盱眙，传承红色基
因。
电影《黄花塘往事》导演罗媛元
介绍说：“本片据真实历史背景，以
现代青年小草寻找奶奶的初恋为引
子， 讲述了来自上海名门的林清涟

投奔新四军， 与当地民兵李长胜在
战场上相遇， 又因战争而最终分离
的爱情故事。 男女主角在爱中萌动，
也在历练中成长。 以林清涟为代表
的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捍卫尊严，
作为战地天使， 他们是当时新四军
医疗水平和大爱精神的真实写照；
以李长胜一 家 为 代 表 的 黄 花 塘 人
民，质朴善良，英勇无畏，在这片土
地上默默为革命无私地耕耘奉献。 ”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原会长陈昊
苏指出：“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运筹
于草舍之间， 决胜于大江南北的丰
功伟绩可歌可泣，《黄花塘往事》可
以对这一段光辉的历史进行良好的
呈现。 借助电影，期待今天的青年人
能够传扬红色精神，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 在新时代跟着党满怀信心地
踏上万里征程。 ”
国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

导小组成员、 全军史料丛书审查小
组成员、 全军编委会首席军史专家
肖裕声表示：“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
念馆是盱眙的地标性建筑， 今年正
值盱眙解放70周年， 当年这里记录
了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地区指挥新
四军将士浴血奋战、骁勇杀敌，今天
通过电影这种形式对这一段历史进
行最好的呈现， 借助电影重现抗战
历程、追忆艰苦岁月。 ”
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电影所副所
长赵卫防表示：“通过影片一起重温
红色经典、重现抗战历程、追忆艰苦
岁月， 同时教育和鼓舞新时代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 奋勇前进、 一往无
前，很有意义。 ”
今年是盱眙县解放70周年，当
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追寻红色足
迹，重温红色记忆。 电影《黄花塘往
事》由盱眙县委、县政府，盱眙文旅

集团、 北京楚云影视制作发行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北京乐舞飞扬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摄制。 该影片是
为盱眙县解放70周年献出的一份厚
礼。
据了解，电影《黄花塘往事》拟
请侯勇、罗京民、丁海峰等老戏骨，
王大治、谢孟伟、张铎等中青年表演
艺术家鼎力加盟， 八一电影制片厂
一级导演，曾获金鸡奖、华表奖、飞
天奖的知名导演沈东为该片总监
制。 影片将联合当地政府企事业单
位及各大院线、 开辟复合式院线及
地面专场发行新模式， 目标国内电
影三大奖项，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力
争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广泛的社
会影响力。
据介绍，影片将于2018年7月开
机，2019年纪念新四军进驻黄花塘
76周年期间震撼上映。
（雨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