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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因未充分考虑自己的权利，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后又反悔的情况屡有发生，但其主张一般很

难再得到支持。

案情简介：2012 年 8 月，张某入职 A 公

司，并订立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4 年 12

月 8 日，张某与公司签订一份协议书，双方协

商一致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向张某支付

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至该

日，并将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金及未休年假折算金额，除该协议书中约定

的上述款项外，张某不再另行要求公司给予

补偿、赔偿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经济给付等。

A 公司依约向张某支付各项费用，并出具《终

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后张某提起劳动

仲裁，要求 A 公司支付 2014 年的绩效奖金。

裁判结果：劳动仲裁委裁决驳回了张某

的全部仲裁申请。

法律分析：依法订立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协议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本

案中张某与 A 公司就解除劳动合同签订的协

议书，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其中关

于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内容未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订过程不存

在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协议书具

有法律效力。对于 2014 年绩效奖金，张某已

在协议中进行了处分，其另行要求支付绩效

奖金的请求与协议的约定相违背，属不诚信

行为，故张某的请求不能获得支持。

法律提示：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十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

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

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

有效。”依法订立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对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均具有效力。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应依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不能随意

反悔。2.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签订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时，应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慎重考虑，在

充分认识自己应有权利的基础上再与用人单

位协商，否则一旦签署协议，想要再撤销协议

或确认协议无效，难度很大。

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 肖拥群 文琼玉

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后，
能否反悔？

小孩手指被夹断

2018 年 6 月，贵州 6 岁的斌斌随母亲到
贵阳的外公外婆家度假。2018 年 7 月 11 日
下午，斌斌独自一人在小区内的健身器区域
玩耍，一个拉升式健身器引起了斌斌的兴
趣。该健身器有两个拉升式健身位，通过操
纵拉伸杆控制凳子的拉升。斌斌便站在凳
子上，自行操纵拉伸杆，让凳子上下起落。
斌斌一个人正玩得开心，吸引了该小区的 8
岁军军，他走近该健身器，并握住健身器的
拉伸杆用力往下压，座位迅速升高。站在凳
子上的斌斌吓了一跳，本能地用手扶着凳
子，准备坐下。谁知，军军突然松手放开拉
伸杆，座位快速落下，造成斌斌左手中指被
健身器座位下方的连接杆夹断。军军见状，
迅速将拉伸杆压下，斌斌才将被夹住的手从
接触处抽出。随后，斌斌被送往医院救治，
经诊断：斌斌左中指压榨伤，近节指间关节
脱位并中指指骨基底部骨折。斌斌住院 18
天，共花费医疗费 2 万余元。经鉴定，斌斌因
重物压榨致左手受伤，经相关治疗后遗留左
中指活动功能部分丧失，属十级伤残，护理
期限评定为 30 日，营养期限评定为 30 日。

事故发生后，斌斌的父母认为，斌斌正
在正常使用的健身器，是军军采用不当行
为，才导致斌斌受伤，给他们造成巨大经济

损失和身体、精神伤害。于是找到对方协商

赔偿事宜，却遭到拒绝。

军军的父母表示，事故发生后，他们对

小区的健身器进行了相关测试，发现小区的

健身器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曾发生过多

次事故。两个孩子玩耍的拉升式健身器，凳

子与拉伸杆连接处有较窄凹槽，该凹槽有人

向下拉杆时会张开，松开拉杆时凹槽会闭

合。斌斌的手指就是插入健身器的凹槽内，

才发生意外的，斌斌的受伤与军军没有任何

关系。斌斌的受伤是因为该小区物业公司

所管理的健身器材超期使用，健身器存在安

全隐患导致的，应当由物业公司承担斌斌因

伤产生的经济损失。

物业公司则认为，斌斌受伤，是因为两

小孩子使用器械不当所致，物业公司作为物

业管理方，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斌斌的损

失应当由斌斌及军军承担。

无奈之下，斌斌的父母将军军、军军的

父母及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医交通、精

神抚慰金等，共计 19 万余元。

法院判肇事小孩有主要过错

云岩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

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斌斌使用

的健身器只有在被外力下拉的时候，凳子和
支撑凳子的钢管才会产生缝隙，如果一个人
使用该健身器，无论使用者是坐或站在健身
器上，此时凳子与支撑凳子的钢管接触的地
方都会闭合，使用人的手都无法伸入凳子与
支撑凳子的钢管接触的地方。

如果使用人想让凳子升高，凳子与支撑
凳子的钢管产生缝隙，那么使用者的手部必
须放在拉杆上，此时使用者的手是无法伸入
该缝隙的。

因此，该健身器在斌斌一个人使用的情
况下，斌斌的手是不能伸入凳子与支撑凳子
的钢管接触的地方的。

军军在斌斌正在使用健身器的情况下，
拉下健身器拉杆，致使斌斌所使用健身器座
位迅速上升。军军拉升和松开健身器座位
的行为，可能导致正在使用健身器的斌斌受
伤，但是军军因为疏忽而未履行应有的注意
义务而造成斌斌手被健身器夹伤，对斌斌的
受伤有主要过错。

因军军年仅 8 周岁，系限制行为能力人，
且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故其赔偿责任由
其监护人承担。

该小区物业公司作为共用设施设备的
管理和维修养护方，在未成年人独自使用该
健身器材时，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当
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斌斌在事故发生时为 6 周岁，
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户外玩耍时无父母
或其他成年人陪同，斌斌的父母未尽到监护
责任，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综上，根据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原则，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判令军军的父母承
担 70％的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承担 10％的赔
偿责任，其余 20%的经济损失由斌斌自行承

担。对斌斌及父母主张的具体赔偿项目及

金额，经计算，法院认定赔偿总金额为 16 万

余元，包括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
抚慰金、鉴定费。

最终，判决军军父母赔偿斌斌 11 万余
元；物业公司赔偿 1.6 万余元。（本案文中人
名系化名） （贵都）

无资质施工队发生事故，
房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屯昌吕先生问：2018年11月15日，黄在自家农村宅基地上
修建住宅，黄将自建房发包给没有任何资质的施工队承建，施
工队老板李某又雇佣何某、潘某等5人来帮忙。2018年12月7
日，何某在拆除二楼阳台模板时不慎摔下，当场死亡。当天，施
工场地未搭建安全防护网，何某也未戴安全帽、未系安全绳。
现何某的家属要求黄先生赔偿。请问黄先生是否该承担责任？

答复：黄先生将自建房发包给没有相应资质和安全生产
条件的李某施工队来承建，黄先生应与李某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但是，死者何某在施工时，存在疏忽有一定过错，应减轻
黄先生与李某部分赔偿责任。

借条原件被撕毁，
拼接后具备法律效力吗？

东方文先生问：去年 2 月，粟某向我借款 2 万元，并出具
借条给我收执，承诺半年就还钱。我将借条复印了一份。9
月的一天，我找到粟某要求其还钱。粟某让我拿出借条，我
便将借条原件交给粟某。粟某看了看，随即将借条撕了个粉
碎，表示等有钱再还。事后，我将被撕碎的借条拼接在一起，
并多次要求粟某还钱。粟某竟称钱已经还了，不然也不会撕
了借条。请问，拼接后的借条还能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吗？

答复：民事诉讼一般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
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 91 条第 1 项明确，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

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你主张与粟某存
在借款法律事实，就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借条、转账记录
等。你持有粟某出具的借条，虽然事后被粟某撕毁，但拼接

后的借条及借条复印件仍可以真实反映借款金额、出借人、

借款人等信息，能够证明借款事实是真实存在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 91 条第 2 项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
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
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5 条也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
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粟某
主张已经还款，就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偿还债务的责任，
比如提供银行转账凭据或者你出具的收条等。粟某仅凭口
头一句“已经还了”是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

两小孩争玩健身器材
一人手指被夹断
肇事小孩有主要过错，其父母被判担责70％

贵州 省 贵 阳 市
两 小 孩 在 没

有大人陪同的情况下，
在小区内的健身器区域
玩耍时，一男孩被健身
器械所伤，造成左手中
指被健身器座位下方的
连接杆夹断。男孩的父
母将另一孩子及其家长
和健身器材管理方物业
管理公司告上法院。近
日，贵阳市云岩区法院
审理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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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乘机“猝死”此前曾昏迷

2017 年 12 月 17 日，55 岁的符明云乘坐
某航空公司由黑龙江哈尔滨飞往福建厦门
的航班，途中经停江西南昌。但在飞机从南
昌起飞，计划前往厦门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当天晚上 8 点 52 分，乘务员在经过符
明云的座位时，发现符明云已经晕倒了，
经过同机一名护士的检查，发现当时的符

明云不但意识全无，甚至已经没有了呼吸
和心跳。

经过机上人员的抢救，符明云一度恢复
了一点意识，此时飞机已决定返航。从发现
符明云晕倒到飞机落地开舱，再到机场急救
人员开始救治符明云，时间仅过去了33分钟。

符明云被送下飞机后，曾在江西省人民
医院进行抢救，但当晚 11 点 10 分，符明云被
医院宣布无生命体征。江西省人民医院出
具的死亡证明中，符明云的死亡原因被注明
为“猝死”。2018 年 1 月 14 日前后，符明云的
独子符海涛将符明云火化。

事发后，涉事航空公司曾表示，符明云
的身体状况在从哈尔滨起飞前往南昌的航
段中，就曾出现过问题。据介绍，当天第一
段航班登机时，符明云正常登机，意识清醒，
行走正常。下午 4 点 56 分左右，乘务员为符
明云提供餐食时，发现她身体状况较为虚
弱。很快，乘务员发现符明云在座位上晕倒
了，同机的医生和护士查看符明云的情况
后，给符明云服用了 5 粒速效救心丸，符明云
很快恢复了意识，并经机场同意调整至头等
舱，由医生在旁照看。

期间，乘务长曾询问符明云是否需要就
近备降或经停南昌时叫急救人员进行救治，
符明云则表示自身已经好转，可以继续乘
机。经停南昌过程中，其余乘客下机，乘务
员因符明云身体较为虚弱，并没要求其下
机，但符明云拒绝了乘务员帮忙联系其家人
的询问。这一次飞机起飞后，悲剧降临了。

一审分析责任构成航司担四成

符明云离世后，其独子符海涛将涉事航
空公司告上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符明云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为 97 万余
元。此外，一审法院审理中确认，就在起飞
前 4 个月内，符明云曾先后两次因胸腔积液
前往哈尔滨二四二医院住院治疗。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因为符明云
的尸体被符海涛火化，未能对其进行尸检，
因此不可归责于航空公司。此外根据各方
面情况和法律法规要求，一审法院认定符明
云是因自身疾病引起的死亡。

但一审法院表示，航空公司自认符明云
在第一航段中出现了晕倒症状，但在航班途
经南昌时，航空公司未让符明云下飞机接受
进一步治疗。“航空公司应当认识到，航空器
作为一个特殊的封闭式空间，在旅客发生疾
病时，其诊疗条件、环境必定不如地面。航
空公司当时未能及时有效劝导符明云下飞
机，而选择继续承运符明云正常启航，违背
了一个理性谨慎的人应当尽到的合理注意
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在判决书
中称。

一审法院因此认为，“航空公司的过错
行为虽未对符明云直接造成侵害，但客观上

开启了一个不合理的危险源，航空公司应当
对符明云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航空公司应承担符
明云死亡损害赔偿责任的 40%，赔偿其儿子
38.9 万余元。

二审认定航司无责撤销前判决

一审判决做出之后，当事双方均提出上
诉。符海涛要求航空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航空公司则认为，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并
且在符海涛拒不尸检导致没有尸检结论的情
况下，符海涛应自行承担责任。对此，符海涛
回应称，在双方交涉时，航空公司从未提出要
尸检，反而曾多次要求家属尽快火化。

二审法院认为，符海涛二审中明确没有
证据证明符明云死亡系由航空公司直接造
成。符明云在飞行第一阶段出现晕倒并经
尽力抢救恢复意识，乘务人员证实在南昌经
停时，其状态不错，并选择留在机舱休息且
能自行拿取行李。

二审法院表示，法律并未赋予航空公司
在此时的单方合同解除权，即强行要求旅客
下机，更没有强制旅客下机接受治疗的法律
义务。相反，此时的旅客有自主的意思表示
能力，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履行合
同。符明云选择继续乘机，航空公司的合理
注意义务就是尽力给予方便和照顾，不宜对
航空公司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

最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符明云
的死亡原因系其自身健康原因造成，航空公
司不需对其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撤
销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并驳回了符海涛的
全部诉讼请求。 （北青）

一女子飞机上晕倒猝死
航空公司一审被判赔38.9万，二审法院认为航空公司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改判无责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女子飞机上猝死”一案
做出了二审判决。2017 年，家住哈尔滨的符明云乘飞机从

哈尔滨前往厦门途中，忽然晕倒在座位上，飞机返航后，符明云被送
到医院后被确认已无生命体征。事后，符明云的儿子将航空公司告上
法院，一审法院认定航空公司存在过错，判其承担 40%的责任，赔偿符
明云之子 38.9 万余元。双方均提出上诉。随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改判，认为航空公司无须对符明云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乔迁宴上父亲拒绝了儿子好友的敬酒，
为此双方发生口角，儿子替父“帮忙”致人轻
伤。近日，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此案，被告人李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 年。
经审理查明，2017 年 11 月 19 日中午，被

告人李某因乔迁在湘东区某酒店摆酒席，并
宴请了被害人赵某来喝酒。赵某在向李某

的父亲敬酒时，因其没有喝，赵某觉得没有
面子，便用手将桌上的碗筷推到地上，吃完
饭后双方为此又发生争吵并开始动手，被告
人李某见赵某殴打自己的父亲，便用拳头朝

赵某的脸部打去，并将赵某推倒在地，赵某
的鼻子被打出了血。后经湘东区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赵某的伤情为轻伤二级。案发
后，被告人李某赔偿了赵某的损失并获得了
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故意伤害
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侵犯了他人的
身体健康权利，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害人赵
某对案件的发生有过错，对被告人李某可酌
情从轻处罚。综合本案案情及量刑情节，法
院遂作出以上判决。 （中法）

聚餐酒后出车祸身亡
同桌5名同事被判担责

春节期间，各种年会聚会应接不暇，喝酒是很难避免的

事情，有的人难免喝多，酒后驾车的行为时有发生。但要注

意，如果酒驾酿成惨剧，一同聚餐的人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增城法院近日就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案件中 6 名

同公司员工聚餐喝酒，酒后一男子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不

幸身亡，法院最终判决其他 5 名同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聚餐后回家途中遇车祸身亡

2017 年 12 月 1 日下午 5 时许，公司部门主管黄某在微信

群发送聚餐信息，包括宋某在内 5 名同事都报名参与。当

晚，一行 6 人到聚餐地点吃完晚餐后，又到饭馆附近的 KTV

唱歌。在吃饭及唱歌期间，宋某都有喝酒。当晚 11 时 20 分

左右聚会结束，宋某驾驶摩托车送一同事回员工宿舍，之后，

他又独自驾驶摩托车回家。不料，行驶途中，宋某驾驶的摩

托车撞到停放在路边的一辆重型运输车辆，造成宋某当场死

亡，而事故发生地点距离员工宿舍仅仅几百米。经检验，宋

某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 167.07mg/100ml。事后，宋某家属

将一同参加聚餐的 5 名同事告上法院要求赔偿。

一同聚餐的同事该不该担责？

一起饮酒的同事是否存在过错，需不需要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宋某家属控诉，作为共同饮酒人，5 名同事理应在宋某

醉酒后尽到提醒注意、照顾的义务，但他们却未能保证宋某

安全离开，反而任其自行离去，结果导致悲剧的发生。5 名同

事明知宋某驾驶摩托车，在饮酒时没有对其进行劝阻、制止，

酒后也没有对其护送或通知其家人，没有尽到合理限度内的

安全保障义务，对宋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应承担次要责任，应

承担 30%的责任。

面对控诉，5 名同事都强调自己没有劝酒，不应该对宋某

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但他们也都一致表示“至于是否需要

承担责任，由法院依法认定”。

被告各承担1%-2%赔偿责任

本案中，数人相约聚餐、唱歌并在其间饮酒，相互之间

应有互相照顾、互相保护的义务。对已经饮酒产生明显危

险行为的行为人，共同聚餐、唱歌的行为人应提醒警示其注
意安全，并产生在一定范围内对危险行为人的危险行为进
行劝阻、阻止的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如果行为人没有尽
到上述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则根据不同情况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

因此，5 名被告应在宋某酒后驾驶时应尽到合理的提醒、

劝阻义务。本案中，5 名被告虽然没有对宋某实施加害行为，

但如果能尽到合理的提醒以及劝阻义务，则有可能避免损害

后果的发生。结合各方过错大小，法院酌定对宋某家属未获

得交通事故责任赔偿部分损失由 5 名被告各承担 1%~2%赔

偿责任。其中，两名先于宋某离开的同事各自承担 1%赔偿

责任，虽然她们未见宋某酒后驾车离开，但知道宋某有驾车

参加聚会，未尽到提醒义务，其余 3 名同事各自承担 2%赔偿

责任。 （广日）

乔迁宴上敬酒被拒起争执

儿替父“出气”致人受伤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