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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醉酒跳桥身亡，请客者判赔25万
法官提醒：酒局参与者彼此负有提醒、保护等注意义务
病愈出院本是件开心事，谁又能料到，男子参加完
酒局，竟发起酒疯来，从长沙市波隆立交桥上跳下，结
果不治身亡，与自己的妻子、女儿阴阳相隔。12月6日，
记者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获悉， 请客者因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被法庭判令承担25万元的赔偿责任。
■记者 杨昱

男子刚出院就赶酒局，酒后竟跳桥不治身亡
今年30多岁的张扬，因患
有扩张性心肌病合并冠脉狭
窄等疾病，被送至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5月
25日，他刚刚出院，就收到了
发小王歆的邀请，约定在26日
零时， 与好友们一同吃夜宵。
时至凌晨2点才散席，王歆和张
扬一同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往家
里走。然而，当车行至波隆立交
桥时， 王歆突然要求司机许师
傅停车， 还朝他太阳穴打了两
拳。 许师傅在桥上停车后报了
警，而王、张二人则全然不顾桥
上的车流，先后下了车，期间还
拦停了一辆大货车。
两人走在桥上，张扬突然
纵身一跃， 从桥上跳了下去，

王歆随即翻下桥搜寻，还拨打
好友电话来求助。 找到张扬
后，王歆发了一条朋友圈，“我
们2个都跳桥了，你敢跳吗？”
20分钟后，当好友赶至现
场时，看到王、张二人倒在立
交桥下的花座里。张扬没有说
话， 王歆则回答是“跳下来
的”。好友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将二人送往医院抢救。
可是， 由于张扬伤势过
重，没有抢救过来。后经司法
鉴定，张扬符合高坠引起胸腹
腔多脏器损伤、腹膜后巨大血
肿形成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
死亡。其血液中检测出乙醇成
分，浓度为148.98mg/100ml，
达到中毒血浓度。

请客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被法院判赔25万元
张扬的妻子认为，丈夫之
所以会出事，就是因为王歆的
宴请，遂将王歆起诉至长沙市
开福区法院， 索赔医疗费、死
亡赔偿金等共计93万余元。
在庭审中，王歆认为自己
并没有侵权行为及事实，不应
承担责任。 法院经过核定，确
认张扬的妻子和女儿的各项
损失合计834239.2元。法院审
理后认为，本案中，王歆和张
扬都有过错。 王歆是否有劝
酒、拼酒之嫌，虽无证据，但他
酒后殴打出租车司机并强行
要求司机在车流较大的桥上
停车，这一行为已然使张扬置
于相当危险的境地。张扬坠桥
重伤后， 他也没及时拨打120
急救电话，在一定程度上延误
抢救时机。其作为宴请的组织
者，未能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
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
对张扬之死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另一方面，张扬在明知
自身有心脏方面的基础性疾

病当天才诊疗出院的前提下，
仍大量饮酒直至醉酒状态，忽
视自身安全，发生跳桥坠亡的
悲剧，亦存在一定过错。
结合查明的事实，考虑到
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法院
酌情认定被告王歆对张扬的
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故
此，开福区法院一审判决王歆
向原告方赔偿250271.76元。
王歆不服判决，上诉至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
一审判决、追加出租车公司及
其他参与饮酒的人员为共同
被告。二审法院认为，该案现
有证据尚不能认定对张扬醉
酒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出租
车司机在人身遭受不法侵害
后采取停车、报警行为属于正
当权利及措施，非共同侵权行
为，故王歆要求追加其他共同
侵权人的上诉意见法院不予
支持。在双方没有新的证据提
交下，长沙中院二审维持了原
判。（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提醒

酒局参与者彼此负有提醒、保护等注意义务
酒后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时有发生，就在12月5日，河南汝州市
某风景区内， 一名男子醉酒后借着酒劲， 加上下雪天比较“激
动”，竟在护坡墙上玩起倒立，结果不慎摔下护坡墙。
那么，与好友相聚，开怀畅饮时，该注意些什么?长沙市开福
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夏记香表示， 宴请集会的参与者相互
之间负有共同饮酒合理限度内提醒、照顾、保护、通知等注意义
务，未能尽到一定注意义务而造成活动参加者损伤的，依法应当
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如提醒同桌喝酒的朋友，应做到不劝酒，不灌酒，不以语言刺
激，随意就好；在明知对方身体有疾病或者对方已经明确表示身体
不适的情况下，应劝对方不饮酒，尽到提醒和照顾义务；对于醉酒
的人，应安全送到家，或通知家属领回，或安排人陪护到其酒醒，情
况严重的应及时送往医院；酒后驾车一定要果断劝阻。

天门山雾凇

受冷空气影响，12月6日，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出现了漫山遍野的雾凇景观，部分游道结
冰。天门山山顶森林观光缆车和三条玻璃栈道全部关闭。
龚晓敏 摄

美发店低价促销吸金后突然“跑路”
律师：协商不成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款
12月5日上午， 长沙市民
刘女士向三湘都市报投诉称，
长沙河西一家名叫韵然的美
容美发店突然“跑路”，很多会
员卡内还有大额费用。尽管店
家声称可以去对面美发店继
续消费，但顾客们却发现消费
并不对等。当日上午，记者对
此事进行了调查。
上午10点，记者来到这家
名为韵然美容美发店，店里一
片狼藉。 会员李女士介绍，今
年8月她在店内办了一张
19800元的面部理疗会员卡，
之后又陆陆续续办了肩颈、头
部等会员卡。11月28日她还在
店内消费，没想到29日就突然
关门了，卡里还有几千块钱。
采访中，不少会员表示自
己在店内有几百到几万元不
等的费用未用完。“我们统计
了一下，至少已经上百万了。”
刘女士表示，今年5月，这家店
就被一家名叫悦美缘的企业
收购，此后就不断推出一些廉
价秒杀产品。不少会员前几个
月还在疯狂秒杀，11月28日就
纷纷被移除秒杀群，29日上午
美发店就关门了。
记者在店铺玻璃门上张贴

的通知上看到，会员可以到马路
对面的另一家美发店进行正常
消费。而已经在对面美发店消费
过的周女士则表示，
“开始还可
以在韵然会员卡上扣费，洗头按
照原店20元一次的价格。 这两
天再来消费， 洗头价格就到了
40元以上， 还要求重新充值办
卡，现在大家只想退款。”
记 者 跟 随会员们到对 面
理发店询问， 店长回应：
“这是
按照本店的标准来消费。 之前
两店的负责人协商过， 对方把
会员转过来， 工作人员也必须
跟过来进行服务， 但是却没有
一个工作人员过来， 所以拒绝
服务韵然的会员。”
随后，记者拨打了韵然美
发店及悦美缘集团负责人电
话，均未接通。目前，工商部门
已介入调查。
湖南云天 律师 事 务所 杨
亲辉律师表示，预付款消费模
式的经营者，如果在经营活动
中违反了当初约定的内容，则
构成了违约，建议遭遇此类情
况的消费者，查明经营者的信
息后，协商处理不成可直接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款。
■记者 石芳宇

链接
《付费课程未上完，跆拳道馆忽转让》后续

经协商跆拳道馆已退费
12月3日，本报曾报道长沙王女士于2017年4月在福元西路长
青跆拳道馆为小孩办理了价值25000元的跆拳道黑带卡， 今年11
月中旬，却发现道馆已转让，而家长未得到通知。家长们要求退
费，多次协商未果。（详见本报12月3日A05版）
5日上午，王女士告诉记者，经过媒体的报道及协商，福元西
路长青跆拳道馆原馆长吴教练已与家长们取得联系，并将相关费
■记者 石芳宇
用退还到位。

三级路长制将大力推广
本报12月6日讯 到2020年，高
速公路、 国省干道沿线以及城镇周
边行政村有望全 部配 齐 交通 劝导
员。 这是记者从省道路交通安全委
员会今天召开的全省农村地区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现场会上获悉的
消息。
记者了解到， 今后将继续大力
推广实施三级路长制，加快推进“两
站两员”规范化建设，力争到2020
年， 全省所有乡镇全部建成农村交
管服务站并落实专兼职交管员，高
速公路、 国省干道沿线以及城镇周
边行政村全部配齐交通劝导员。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雷文明

长沙国际会议中心
将配套建多条道路
本报12月6日讯 长沙国际会
议中心周边路网将更完善。 长沙国
际会议中心核心区配套道路 （暂定
名） 建设工程设计及可研招标公告
日前发布。据招标公告，该项目位于
长沙高铁会展新城会展片区， 包括
后塘路 （滨河路-金桂路）、 光达路
（后塘路-中轴北路）、学园西路（滨河
路-金桂路）、柳家园路（中轴北路中轴大道）、枞树园路（上湾西路-劳
动路）、太平北路（暂定）（金桂路-国
展路），道路等级均为城市支路，这些
道路排水体制都为雨污分流制。
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位于高铁会
展新城片区， 靠近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项目总面积18.51公顷，对标G20
峰会杭州馆、 上合峰会青岛国际会
议中心等地标项目进行建筑设计。
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这也
意味着， 未来长沙也可以举办类似
G20峰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高端
会议了。
■记者 陈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