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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年轻人吃饭、唱歌，
在赶去吃夜宵路上， 其中一
人因为摩托车颠簸， 忍不住
下车吐， 没料到他站在了桥
边， 从20多米高的桥上坠入
河中，不幸身亡。事发后，孩
子家长把一同饮酒的其他人
告上法院，索赔74万多元。怀
化洪江法院宣判该案， 同饮
酒的未成年人不用担责，3名
成年人根据责任大小， 一共
赔偿21万多元。近日，怀化中
院二审维持原判。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意
外， 现在的小马应该在享受
大学生活。2016年6月， 小马
正读高二，6月的一天， 小马
和小邓等几位朋友邀请另外
几人到其中一个朋友家中吃
饭。 席间， 大部分人都喝了
酒， 五人一共喝了一斤多的
白酒。 饭后， 几个人相约到
KTV唱歌， 又叫来了另外几
个朋友。 小邓买了20多罐啤
酒大家一起喝。当晚11点多，
一行人离开KTV， 因有多人
互不认识， 离场后各自找认
识的人结伴回家， 小马和小
邓等人还去吃了夜宵， 小马
此时已经有了醉态。

吃完夜宵后， 小邓开着
摩托车搭着小马， 另外两人
一台摩托车，结伴回家。途中
经过一座公路大桥， 小马突
然下车冲向路边呕吐， 因大
桥栏杆上未安装防护栏，小
马从20多米高的大桥上坠入
河中不幸死亡。事后，小马的
父母把当晚一起吃过饭或唱
过歌的人一同起诉到法院，
索赔74万多元。

洪江市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小马因晚餐饮酒之后
又在KTV饮酒导致醉酒，在

回家途中坠河死亡， 当天参
与晚餐、KTV唱歌及夜宵的
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应根
据当天的具体情况， 区别对
待。

事发当天， 参与晚餐、
KTV唱歌的众人， 部分系未
成年人， 不具备照顾小马的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不应承
担责任； 部分人员互不认识
或中途参与， 对小马没有法
定或者约定的照顾义务，不
应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 本案应承担
责任的主体为小马本人，以
及一起吃喝的小邓等三名
成年人。 小马生前虽系高中
学生，但已成年，是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酒量、
身体状况及醉酒的后果应有
充分认识和防范， 故其对自
身饮酒导致醉酒后坠河死亡
的后果应负主要责任。 被告
小邓等三人全程知晓小马的
饮酒、醉酒情况，仍深夜结伴
驾驶摩托车搭载小马在路途
颠簸， 未尽到相应的注意和
必要的照顾义务， 也没有将
相关情况告诉小马的亲属，
致使小马未得到及时恰当的
护理和帮助， 对小马的死亡
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被告
小邓自身饮酒，且在KTV唱
歌期间主动买酒， 深夜无证
驾驶摩托车搭载小马， 遇突
发情况不能做出妥善处理，
在三人中责任较大。 法院酌
情判定小邓承担15%责任，
另外两人各承担10%的责任。

据此， 法院一审判决小
邓赔付小马父母9万多元，另
外两人各赔付6万多元。被告
不服， 起诉到怀化中院，近
日，怀化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饮酒过度时，同饮者及时劝阻照顾，尽到一定义务可减免相关责任

喝酒前签“生死状”，出了事不能免责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刘明律师介绍，同饮者醉酒
后，同伴有照顾义务，这几年大部分人对此都有认识，
甚至有人喝酒前签下《免责书》，不要同饮者负责，这
样的《免责书》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根据《合同法》，这样的免责协议为了逃避应尽
的责任，违背社会公德，是无效的。并且《合同法》还规
定了，造成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所以说这样的
免责协议签了等于白签。”刘明说。

在实际案例中，同饮者如果存在过错是需要担责
的，比如强迫性的劝酒、明知对方身体不能喝酒还劝
酒、没有照顾醉酒者、没有劝阻同饮者酒后驾车等。

律师提醒，饮酒人对于自身的酒量应该有清醒的
认识、饮酒要适度，不要相互劝酒、压酒，对于他人酒
后驾车的行为一定要尽可能的劝阻甚至阻止，防止悲
剧的发生。

几个老乡一起在酒店喝
酒， 还把熟识的酒店老板给
叫上喝了几杯。 哪知其中一
人酒后开着摩托车出门，撞
上路边防护桩，当场死亡。家
属状告几名工友以及酒店老
板。近日，郴州中院二审宣判
该案。

小彭是郴州资兴人，与几
名老乡在外打工。2017年5月
9日下午，小彭与3名工友以及
另外几人在其中一名工友家
中打麻将，打麻将“抽水”的钱
准备用来晚上吃饭，这些钱由
小彭在保管。

随后，打牌的几人一起到
附近一家酒店吃饭， 席间，大
部分人喝了其中一名工友带
来的土酒， 恰好酒店老板也
在，也坐下来喝了几杯。饭后，
他们走路离开了酒店，由小彭
结账，其中几人回了家，小彭
和另外两名工友回到了工地
宿舍。 在工地宿舍，两名工友
劝说小彭，喝了酒就不要回家
了。但小彭还是坚持骑摩托车
回家， 小彭的妻子此时正怀
孕，他想回去看看。

小彭骑摩托车回家路上，
因操作不当，撞上了路边防护
桩，当场死亡。当地交警部门
认定，小彭因操作不当、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以及
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
型不相符合的车辆，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此后，经当地调解
委员会调解，小彭的父亲与工
地施工单位以及几名工友达

成了调解协议，一共补偿小彭
父母20多万元，不久后该款已
赔偿到位。

小彭的父亲多次找另外3
名不是工友的同饮者讨个说
法，但迟迟没有结果，小彭的
家人将3人告上法庭， 这3人
中， 其中2人为一同打牌的牌
友，另1人为酒店老板。

资兴市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3被告与小彭步行前往酒
店吃晚饭， 饮酒后，3被告与
小彭又步行各自离开， 小彭
回到工地宿舍停留后， 再驾
驶摩托车回家而发生交通事
故。 虽然小彭与3被告共同
饮酒的行为， 会使同饮者相
互之间产生注意义务， 但该
注意义务应以普通人所能预
见的损害结果为限度， 小彭
没有骑摩托车去饭店吃饭，3
被告与小彭也不是工友关
系， 该注意义务不能要求3
被告能预见到小彭步行离
开回到工地宿舍后会驾驶
摩托车回家，而后发生交通
事故致其死亡的后果 。此
外，原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
明共同饮酒行为致使小彭
陷入危险状态，以及在该种
状态下三被告有放任的行
为。据此，法院认为，3被告
对小彭死亡结果的发生没有
过错 ,3被告依法不承担赔
偿责任。

法院判决后，原告不服上
诉。近日，郴州中院二审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案
例2

晚饭时喝了酒，当晚工友把他
送回宿舍离开后， 他坚持要开车
回家，谁知一头撞上护栏，不幸身
亡。同饮的工友被告上法院，要求
赔偿各项损失24万多元。近日，永
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
的这起生命权纠纷案件生效 。该
院认为同饮者尽到劝阻义务，不
用承担赔偿责任， 遂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2016年10月，永州人李某买了
菜，邀请公司项目部员工邱某等4人
一起去另一名同事盘某家吃晚饭，
期间6人喝了大量白酒。 散席后，盘
某等人将李某送回了宿舍。

李某在宿舍休息了一会， 想要
开车回道县， 他请同事邱某陪他一
同回去。邱某马上劝阻，晚上喝了
太多酒，不能酒后开车。尽管邱某
再三劝阻，李某仍拿上钥匙自己开
车出去。李某在回去的路上，开到
一乡镇路段时， 车子撞上路边护
栏，当场死亡。

事后李某家属以邱某等5名同
桌饮酒人对于李某饮酒及酒后驾车
行为未尽劝阻、照顾等注意义务，存
在过错为由起诉， 要求邱某等人赔
偿其各项损失24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 饭局是由
李某召集的， 酒桌上不存在灌
酒、 劝酒等行为， 饮酒之后被告
已经尽到了照顾及劝阻义务 ，故
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遂作
出上述判决。 李某家属不服向永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永
州中院于近日作出了维持原判的
二审判决。

尽到劝阻义务的酒驾身亡
法院判同饮者无责

案
例3 醉酒坠桥身亡

法院判未成年同饮者无责

案
例1 不能预见的酒驾身亡，

法院判同饮者无责

签了免责书，同饮者也不能免责

律师说法

逢年过节免不了
小酌几口，在桌上一起
喝了酒，此后有人酒后
出事，同饮的人一定要
担责？此前多地有类似
同饮者担责的案例出
现， 但在一定情况下，
同饮者是不需要负责
的。法官提醒，饮酒过
度时，同饮者要及时劝
阻、护送、照顾以及通
知其亲友，同饮者尽到
一定的义务，可以减轻
甚至免除相关责任。

3月7日，记者采访
多市中级人民法院，调
取数例醉酒案卷，让市
民了解同饮者的法律
义务和责任。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张晓芳

通讯员 屈孝国 肖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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