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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孩子跌进粪坑溺亡

2017 年 7 月，4 岁的小月在其母亲的带

领下，到贵阳市乌当区某村看望奶奶。恰

巧，遇到奶奶家正在搬家，小月母亲立即上

前帮忙，将小月独自放在屋外的院子玩耍。

几分钟后，小月的母亲拿完东西出来，却发

现小月不见了。于是，全家人四处寻找并报

了警。没多久，他们发现小月掉入该村乡间

路段边的一个粪坑里，捞起后送医院救治，

终因溺水时间过长抢救无效死亡。

小月母亲悲痛欲绝。她认为，小月不慎
跌落粪坑溺亡，是因为该粪坑没有设置护
栏，也没有明显警示标志才导致。然而，该
粪坑的所有者已于 2016 年去世，该粪坑并

未建在农户个人的承包地内，而是修建在乡
村公共道路旁。现在该粪坑不在任何个人
的名下，又在属于村集体土地上，应该由村
委会负责管理。该村村委会对他人修建粪
坑不加以阻止，也未对粪坑加以管理和警
示，村委会未尽到管理义务，才导致悲剧发
生，村委会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于是，小月父母将村委会告上了法庭。
村委会却认为，小月只有4岁，小月的父

母作为监护人，事故发生时，并没有在小月身
边。发生这样的悲剧，完全是因为小月的父
母疏忽造成的。小月溺亡的粪坑是该村村民
汪某修建的，虽然汪某已去世，但尚有其妻及
其儿子、儿媳在，粪坑的管理责任人村民汪某
死亡后，应由其继承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监护人村委会都有责任

乌当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粪坑位于
乡间公共道路旁，并未修建在农户承包的责
任地范围内。虽然涉案粪坑系汪某所修建，
但其死亡后，粪坑处于无人使用、管理的状
态。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九条的相

关规定，涉案粪坑所占用的土地在该村范
围，属于集体土地，且未承包到户，应当由该
村村委会进行管理。村委会未设置警示标
志，也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因此村委会应

当对小月溺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小月年仅 4 岁，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

到监护职责，造成小月溺亡事故的发生，小
月的父母有监护不当的重大过错。

结合双方各自的过错，法院认为，由小

月父母承担 80%责任，村委会承担 20%责

任。故法院判决村委会赔偿小月 12.2 万余

元。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
案粪坑虽系汪某修建，汪某死亡后，尚有儿
子、媳妇在该村居住生活，但汪某的儿子、
媳妇并非是粪坑的实际使用和管理人，粪
坑在汪某死亡后一直是废弃状态，一审判
决认定粪坑应当由村委会进行管理并无不
当，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
文案中人名系化名） （贵都）

代步车刚用就坏
一查是三无产品

福建一消费者起诉索赔，
商家被判退款并付3倍赔偿金

福建莆田一老伯在淘宝网上购买了一
电动代步车，但也引来了一系列的烦恼，历
经 3 年的纠缠，诉请法院“退一赔十”。近
日，莆田市涵江区法院予以支持其“退一赔
三”胜诉。

行动不便网购代步车
刚用就坏起诉索赔

2015 年 5 月初，莆田 70 岁的老伯林某
行动不便，想买一部老年代步车使用。于
是决定在淘宝网上买一款新能源代步车，
并支付定金 5000 元，于当月 14 日支付余款
18000元，实付款23000元。

当月 18 日，林某收到车子，令他想不
到的是，车子的车门当天就坏了，后备箱的
锁也坏了无法打开。林某联系卖家王某，
但王某仅发视频教其修理。对此，林某对
这款代步车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代步车
无产品说明书，无合格证、无保修卡、无厂

家发票、无任何售后服务。于是在今年 2

月，林某向涵江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卖家

及淘宝公司平台“退一赔十”及赔偿车辆修

理费等。

商家损害消费者权益
被判退款并付赔偿金

涵江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林某通过淘
宝公司平台向王某购买老年代步车，双方

依法成立网络购物合同关系。作为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淘宝公司已向林某提

供了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已履行了其法定义务。但王某销售

的案涉老年代步车产品未能提供生产者、

性能、规格、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

书、相关进货凭证、发票等关键信息，且在

店铺页面上的宣传和售卖的车辆品牌未
一致。王某未就所售商品的真实信息作
真实披露，故王某销售案涉老年代步车存
在欺诈行为，损害了林某作为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 8 条、第 20 条、第 55 条规定，法院

判决王某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退

还林某货款18000元（已抵扣王某通过淘宝

网赔付的 5000 元），并按 3 倍支付赔偿金
69000元，共计87000元。 （海都）

家中被盗，嫌疑人居然是被害人微信群
的朋友。10 月 30 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盗窃案件，被告人吴某某
一审被以盗窃罪判处拘役 4 个月 15 天，并处
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 年 3 月，被告人吴
某通过微信群，与家住汉阴县龙垭镇村民赵

某某的妻子王某某认识，于 2017 年 10 月 29
日下午到赵某某家中玩，当晚留宿于赵某某
家。次日凌晨 6 时，被告人吴某某将赵某某
家中卧室床头靠背下的 2200 元现金偷走后
离开现场。2018 年 6 月 29 日，被告人吴某被
汉阴县公安局抓获归案。案发后，赃款 2200
元被追回并退还被害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正林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盗得现金
2200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鉴
于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庭审中自愿认罪，认
罪态度较好，涉案赃款已追回退还失主，酌情
从轻处罚。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华商）

抵押权未设立，能讨回借款吗？
万宁许先生问：朋友贾某向我借了 80 万元用于生意资

金周转。因贾某开出的利息高出银行利息较多，还约定以另
一朋友邹某的一套房产作抵押，我认为有抵押物作保障比较
靠谱，就答应了。

当时贾某写下借条，承诺到期还款日为去年 12 月。同
时，我还与邹某签订了房屋抵押合同。现在这笔借款早已经
到期，可是贾某却无力还款。我想让抵押人邹某承担连带还
款责任，但却被告知，当初我与邹某签订房屋抵押合同后，没
有到房管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所以我的抵押权没有设
立，无法主张抵押权。请问，我还能讨回这笔借款吗？

答复：担保法规定，以房屋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邹某以其房产作抵押担保贾某的债务，应当与你至房屋管理
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遗憾的是，
你们未办理抵押手续，你的抵押权确实没有设立。但抵押权
未设立，不代表抵押合同及借款合同无效，如经确认合同有
效，你仍可凭借款合同向贾某主张还款，凭抵押合同向邹某
主张要求其承担担保义务。

住院时被护士撞伤，
经济损失由谁来赔？

白沙黄先生问：我已年近七旬。半年前，我因肠胃不舒
服，住进医院治疗。住院后的第三天，我独自到护士台咨询
事情，被匆匆而过的男护士胡某撞倒在地，造成左腿骨折。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受伤处的功能无法恢复，被评定为 9
级伤残。事故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7 万余元。请问，我该
向谁索赔？

答复：你的损失应当由医院赔偿。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34 条第 1 款规定：“用人单位的工

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
权责任。”第 26 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你到医院就医，双方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院除了
应当向你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外，还应保障你在就医时的生命
健康、财产安全不受侵害。医院的医务人员胡某，在工作过
程中因疏忽大意将你撞伤，医院作为用人单位，应当为胡某
的侵权行为埋单。医院应当赔偿你的经济损失，

至于你能否要求医院赔偿全部损失，这要看你自身是否
存在过错。如果医院拿不出证据证明你对自己受伤也有过
错，医院就要赔偿你的全部损失。

留宿网友家偷走2200元
陕西一被告人犯盗窃罪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男孩在屋外玩耍
跌进路边废弃粪坑溺亡

法院：父母监护不当担责80%，村委会管理不当担责20%

父母进屋拿东西，将 4 岁的孩子放
在屋外的院子玩耍。孩子却不

慎跌落粪坑溺亡。父母认为化粪池未设
置护栏，也没明显的警示标志，索要赔
偿。然而，该粪坑所有者已于一
年前去世，粪坑被废弃，无人管理
使用，于是孩子父母将村委会告
上了法庭。近日，贵州省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理了此案。

15岁男孩躺车底被碾身亡

2017 年 12 月 6 日下午 16 时 50 分许，天气
晴朗，司机李先生驾驶一辆货车在东莞市长
安镇建安路行驶。当行驶至建安路新安大
桥底红绿灯路口停车等待绿灯放行时，让李
先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时年 15 岁的男孩小包跨越护栏，钻进该
车车底躺在右后轮下。货车在绿灯放行起
步时，感觉到货车一阵颠簸，随即李先生下
车查看，发现货车碾压了小包身体。事发
后，小包送医院抢救无效，当天死亡，用去医
疗费 9000 多元，该款全部由车主支付。

经东莞交警部门调查，货车司机在事发
时持有合法有效驾驶证，血液中未检出乙

醇。经鉴定，货车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灯光
系统均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结合事发时的监
控视频等证据，交警部门认定，小包主动跨越
护栏躺在车轮下，属于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负
事故全部责任，货车司机不负事故责任。

小包父母对交警的责任认定不服，向东
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小包
父母认为，货车司机在绿灯放行时、车辆启
动前，因疏忽大意没有查看后视镜，没有发
现小包，才导致该车右后轮碾压小包身体，
应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小包从农村出
来，不懂得城镇的交通规则，不确保安全，但
并非故意制造本次事故。交警部门经复核，
维持了原事故认定。

法院认为事故是小包故意造成

2018年5月30日，小包父母向东莞市第二
人民法院状告货车司机、车主及保险公司，索赔
死亡赔偿金等多项费用合计20万多元。

法院为此特地调取了交警部门的监控视
频。视频显示，从事故前半个小时开始，小包
就在事故路段右侧路基往左数第一条车道边
以及路基外的非机动车道内行走徘徊。当李

先生驾驶货车在事故路段右侧路基往左数第

二条车道停车等候绿灯，小包跨越护栏穿过

第一条车道，钻进货车车底,躺卧在该车车头

右侧第二排轮胎后，将头部露出车身，过一两

秒钟后，货车见绿灯放行并启动车辆，随后车

辆的右后轮碾压小包身体。

庭审中，机动车一方认为，小包的举动并

非正常行为，其父母称小包不懂交通规则才出

现该行为是违背常识的。机动车一方表示，小

包的离去值得同情，但同情不能逾越现行的法

律规则认定，否则这个社会公平的价值观没办

法体现。庭审中，法官询问事发前小包有无

跟家人发生冲突，小包父母称并无此事。法
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事故是小包故意造成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
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
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道路交通事故的损
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
偿”，判决驳回了小包父母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小包父母没有上诉。
日前，该判决已生效。 （新快）

广东佛山南海一家电子公司旗下的京
东和天猫旗舰店，在前后 4 个月内遭遇一名
神秘女子恶意下单 113 笔，同时还形成了 33
次纠纷订单。该公司经过调查发现，这并非
竞争对手所为，而是该女子和网店的员工产
生了感情恩怨而报复。近日，南海法院一审
判决该女子赔偿 1.5 万元。

位于南海里水的佛山市某电子公司，专门
从事音响设备的生产销售。该公司开设了京
东及天猫旗舰店的购物平台。不过，从2016年
8月开始，该公司的网购平台就频频遭到恶意
下单的骚扰。2016年8月，一名姓薛的女子在
该公司名下的京东商铺产品下了26笔订单，随
后都取消订单或向平台提出纠纷形成纠纷订

单。此后，从 2017 年 5 月开始，薛小姐又开始
采用同一账户不同收货地址、同一收货地址不
同账户的形式，多次在公司旗下的京东及天猫
旗舰店的购物平台恶意下单。据悉，薛小姐在
公司旗下一共恶意下单113笔，形成33笔纠纷
订单，涉案金额高达98800.2元。

原来薛小姐恶意刷单，是因为她和该公
司的一名网店工作人员何某产生个人感情
纠葛。该公司将薛小姐告上法庭，要求薛小
姐停止损害公司名誉的行为，并判令薛小姐
支付给公司因其行为导致的损失 40 万元。

法庭上，薛小姐认为，根据天猫、京东平
台规则，自己有权在任何店铺下单，并根据
平台规定取消订单或申请退货。她对涉案

订单的处置属于正常的网络交易行为，并不
违反正常的网络交易规则。

她还表示，目前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公司
的名誉权受到损害，以及公司名誉受损与她
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该公司则称她长期
恶意下单影响其店铺服务分、纠纷率，严重影
响其店铺收入，但公司提供的证据却证明涉
案订单存在期间其店铺评分是上升状态，未
能证明涉案订单对其店铺服务分存在有关联
的消极影响，因此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最后，薛小姐还声称为避免日后纷
争，她愿意不再在该公司的网店交易订货。

南海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薛小姐因为与该
公司的网店工作人员存在个人感情恩怨而屡

屡在公司网店下单交易又取消交易，其超过百
次的下单明显欠缺购物的真实意图，而是利用
网络平台的交易规则假借交易进行业务骚扰
从而达到她报复与其交恶的公司工作人员的
目的。薛小姐假借订立合同，在网店虚假下单
订货的行为存在恶意，违反了合同法规定的当
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的信
用原则，依法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薛小姐长期、多次、不听劝阻地在网店恶
意下单，骚扰网络平台销售的正常经营，势必
会冲击网店的电商经营秩序，降低网店的平台
评分，损害原告的网售效果。因此造成该公司
的损失，薛小姐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鉴于
该公司对其具体的经营损失难以通过举证加
以证明，法院根据薛小姐恶意下单的具体情节
酌情估算造成公司的损失为15000元。据此，
南海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薛小姐停止在
该公司网店恶意下单的行为，并向该公司赔
付恶意下单造成的损失 15000 元。一审判决
后，该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佛山中院
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广日)

4个月在网店恶意下单113笔
广东一女子被判赔偿损失1.5万元

重庆一路人被马蜂蜇伤死亡

捅马蜂窝者被判
赔偿58万余元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马蜂窝唯恐避之不及，可是偏偏有
人不信邪，居然想摘蜂巢泡酒，却不料导致他人被马蜂蜇咬
死亡。近日，家住重庆武隆的任文、任华两兄弟及其亲戚邹
林 3 人，算是真的捅了“马蜂窝”，重庆市三中法院判决他们
赔偿死者亲属 58 万余元。

路人被马蜂蜇伤死亡

法院审理查明，任文、任华两兄弟听说马蜂泡酒能够治疗
风湿，恰巧其亲戚邹林告知自己所在村组青杠林一棵青杠树
上有马蜂窝。2017年10月1日，3人置齐装备相约一起去摘取
马蜂窝，任文拿着酒瓶子爬上树用尼龙口袋摘取马蜂窝放入
瓶中，任华在树下用杀虫剂喷杀掉落的马蜂，在稍做处理后，3
人离开青杠林。2017 年 10 月 4 日，柳菊从外地回家路过青杠
林被马蜂蜇伤。经医院诊断为毒蜂蜇伤；急性中毒性肝炎；急
性中毒性心肌炎；急性肾功能不全；急性横纹肌溶解综合症；
继发性凝血功能障碍等，最终不治死亡。柳菊被蜇后，原马蜂
窝所在的青杠树被消防等部门重新处理并砍倒。

捅马蜂窝者被判担责7成

事后，柳菊的父母将任文、任华两兄弟及邹林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因柳菊死亡产生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任文等摘

取马蜂窝的行为与柳菊被蜇伤具有因果关系。柳菊系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经过事发路段时应观察通行，其对危险

缺乏预判，未尽充分注意义务，应减轻任建文等 3 人的赔偿

责任。结合任文等的过错程度及马蜂自身的危险性，酌定任
文等 3 人承担 70%的民事赔偿责任，金额为 588275.91 元。任
文等不服，上诉至重庆市三中法院。

重庆市三中法院审理认为，回巢现象是野生昆虫特别是

马蜂的一般生活习性，马蜂在蜂巢被破坏取走后通常会发生

攻击附近人、畜等的情况。任文等人摘取马蜂窝泡酒，采取了

一定的防范措施，如穿了防范自己被马蜂蜇的衣服，携带了杀

虫剂等，说明任文等人能充分认识到摘除马蜂窝时的危险性，

其杀灭掉落马蜂的行为，也说明其已经认识到摘除马蜂窝后

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本案中，任文等人虽然采取了一定措施，

但由于其未彻底根除危险，仍然属于对可能发生损害结果的

放任。受害人柳菊在经过被摘取的马蜂窝附近时被马蜂攻

击，送医后治疗无效不幸死亡。现没有证据证明附近有其他

马蜂窝，故任文等摘除马蜂窝的行为与柳菊被蜇伤的行为存

在因果关系，结合任文等的过错程度和柳菊对危险的处置等，

一审判决任文等承担70%的责任，并无不当，予以确认。

办理此案的法官认为，通常我们认为被马蜂蜇是意外事
件，但是人为的招惹了马蜂导致其蜇人就不再是意外事件。
马蜂窝距离生活区较近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和危

害。但不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摘除马蜂窝时都要谨慎，在

充分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彻底根除可能带来的
危险，避免事后造成自己或他人伤害，最好是寻求专业机构
如消防部门的帮助。 (重法）

15岁男孩躺货车底被碾身亡
广东交警部门认定男孩故意制造车祸，法院判不知情司机无责

一名 15 岁男孩在东莞市长安镇越过马路护栏，躺卧货车车
底，不知情的货车司机发车启动，将男孩碾压身亡。广东东莞
交警部门认定少年故意制造车祸，负事故全部责任。男孩父母
将货车司机、车主及其保险公司报上法庭，索赔 20 万多元。
日前，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结此案。认定该男孩故意制造车
祸，司机无需赔偿，驳回了其父母的索赔诉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