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律师说法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刘明介绍， 根据
侵权责任法、 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 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
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
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
权益。 监护人的监护职责
包括： 保护被监护人的身
体健康， 照顾被监护人的
生活， 管理和保护被监护

人的财产， 代理被监护人进
行民事活动， 对被监护人进
行管理和教育， 在被监护人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
发生争议时， 代理其进行诉
讼。

此外， 监护人将未成年
学生送至学校学习， 其监护
职责并未转移到学校。 监护
人如果想将监护职责部分或
者全部委托给学校， 必须与
学校达成明确的委托约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

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
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应当承担责任， 但能够证
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
承担责任。

刘明建议，家长在完善监
护职责的同时， 为减小风险，
可以视情况购买监护人责任
险，即常说的“熊孩子”保险。
监护人责任保险是指由被保
险人的监护对象（被监护人）
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
损失， 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
担赔偿责任时， 保险人根据
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

教育机构能证明已尽义务，不用担责

熊孩子玩打火机点燃油漆店， 调皮小朋友独自爬上没
安装门窗的楼房坠楼， 孩子与同学打闹被戳伤眼睛……这
些跟孩子相关的事故往往让人后悔莫及。

一旦事故发生，相关责任谁来承担？律师提醒，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一定要尽到监护责任，如果疏于管理，不管是孩
子闯祸侵犯了别人权利，还是孩子自身受伤，都需要承担一
定责任。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邹方全 胡巧丹 鲁利

本期主题：孩子闯祸谁担责

两熊孩子玩火引发火灾
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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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小区两个小男孩凑在一起
玩，模仿大人用打火机，在油漆店
旁边点燃了过道的油漆引发火
灾，造成几间房屋受损，损失30多
万元。 邻居十人组团状告两个孩
子的监护人， 法院判决俩孩子监
护人承担全部责任。

娄底冷水江5岁的丁丁与4岁
的童童常在一起玩。2016年1月
21日， 在童童爷爷开的油漆店一
个堆放油漆的小房子里， 两人在
玩打火机， 然而大人们并没有发
现。随后，丁丁点燃打火机，使堆
放在过道两侧的油漆着火并引发
火灾，还蔓延到附近房间，损失已
经无法挽回。

事发后， 冷水江市公安消防
大队作出火灾事故认定书： 起火
部位为位于油漆店门面东南角小
房间，起火点位于该房间走道，起
火原因为小孩玩火引起的火灾。
经冷水江市价格认证中心认证，
此次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1

万多元，毛某等十个人因此次火
灾受损，毛某等十人就其损失分
别向冷水江市人民法院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财
产权利受到法律保护。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本案系由火灾引起
的损害赔偿，公安机关对火灾成
因作出了认定。根据火灾成因认
定，两人系此次火灾事故的直接
导致者， 应对此次事故承担责
任；童童爷爷作为油漆店的实际
经营者， 明知油漆系易燃物品，
在经营过程中，应当高度注意店
内的防火安全，而他对本次事故
没有尽到消防安全注意义务，应
承担一定的责任。

综合本案事实和各方的过
错，各受害者的损失应由油漆店
的实际经营者童童爷爷承担45%
的责任，丁丁承担35%。童童承担
20%，因为俩孩子系未成年人，其
赔偿责任应由监护人承担。

熊孩子惹祸,侵权或自伤家长都要担责
律师建议：家长在完善监护职责的同时，可视情况购买监护人责任险

在学校学习少不了跟同学
打打闹闹，而万万没想到，十岁
的小军会因为一次打闹让他的
眼睛被笔刺伤。 小军的父母状
告同学小夏的监护人和学校。
近日， 常德汉寿县人民法院受
理了该案，在法官的调解下，原
被告双方达成一致， 学校和小
夏父母均做出赔偿。

晚自习就要开始了， 小夏
和同学们像往常一样在教室里
玩耍。事发时，小夏手持着铅笔
在教室的后墙签字，小军、丽丽
也在小夏的身后玩耍。 丽丽出
于玩笑踢了小夏一脚， 小夏猛
回头看到小军， 误以为是小军
踢了他， 便也朝着小军踢了一
脚。于是，小夏、小军互推起来。
在推打过程中， 小夏手中的铅

笔不慎刺伤小军左眼。 小军受
伤后，被送往医院治疗，花费医
药费4000余元， 医院预算后续
治疗费需4万至5万元。

小军所花费医药费已由校
方支出， 小夏父母探望小军时
也拿出1000元。 但对于后续治
疗费，各方迟迟未能协商一致。
小军的父母将小夏及其监护
人、学校告上了法庭。

鉴于小军左眼修复所需后
续治疗费的标准， 只有病历上
的医生建议作为依据， 小军父
母在收到开庭传票后向法院提
出司法鉴定申请， 申请法院委
托鉴定机构对其所需后续治疗
费作出鉴定意见。 承办法官向
小军父母建议， 考虑鉴定的风
险和鉴定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精力和金钱， 可以参加法官在开
庭前组织的调解， 如调解不成双
方可以再选定鉴定机构。 小军父
母、小夏的监护人、学校亦同意在
鉴定前参加庭前调解。

法官给双方解释， 小军和小
夏均系年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
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小军
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 如学校未尽管理职责的，
应承担责任，而小夏的侵权行为
造成小军人身损害，其监护人应
承担侵权责任。经调解，小夏父
母和学校均愿意对小军的人身
损害进行相应赔偿，而小军父母
亦同意对小军的损伤自行承担
一部分。最终，学校同意赔偿后
续治疗费1.8万元， 小夏父母赔
偿2万元。

6岁的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后，
偷偷爬到邻居刚建好的新楼房，
由于门窗还没安装， 孩子从二楼
坠下，造成八级伤残。孩子父母状
告屋主，近日，岳阳市平江县人民
法院判决屋主承担三成责任，其
余七成由孩子监护人承担。

平江6岁的小晨从幼儿园放
学后，趁父母不注意，偷偷溜进家
附近一栋刚竣工的楼房玩， 并顺
利爬上二楼。 由于房子门窗还没
来得及安装， 小晨不慎从楼上坠
下，被路人发现后紧急送医。住院
近一个月， 用去医疗费7万多元。
小晨的伤情经鉴定为八级伤残。
据悉，事发的大楼为曾某、何某合
伙所建，事发时主体已经完工，一
二楼处于毛坯状态。

出院后， 小晨的父母多次找
屋主协商赔偿事宜，均遭到拒绝，
他们起诉到平江县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晨从大
楼摔下来时年仅六岁， 系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 其父母对他的健康
成长负有法定的监护义务， 但其
父母疏于安全管理和保护， 放任
孩子在无成年人照看的情况下独

自去大楼玩耍， 以致孩子发生不
幸，小晨自己应承担主要责任。因
小晨系未成年人， 该承担的责任
应由其监护人承担， 因此小晨父
母承担主要责任。

被告曾某、 何某作为大楼的
所有者，对大楼的日常使用、维护
等具有管理义务和责任， 而事发
时大楼楼梯间内未安装门， 二楼
窗户未安装玻璃、防盗网，大楼相
关位置也未放置安全警示标志，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两被告有一
定的过错， 应对原告损害承担次
要责任。

综合考虑原、被告的过错，对
于原告小晨受伤产生的损失，由
原告监护人承担70%的责任，被
告曾某、何某承担30%的责任。一
审法院判决后， 原告认为赔偿款
过少，被告曾某、何某认为不应承
担赔偿责任， 双方均向二审法院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
法律正确，程序得当，遂驳回双方
的上诉，维持原判。目前，案件已
进入执行程序。

6岁娃偷爬上刚建好的楼坠下
法院认定父母疏忽，自担七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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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被同学持笔刺伤眼睛，谁赔偿？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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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担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