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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0日讯 谁不害
怕患病呢？40岁的张先生却担
忧过了度，因害怕感染艾滋病，
反复到医院抽血检验。今天，记
者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了解
到， 张先生这样的行为其实是
患上了“强迫症”。近年来强迫
症的发病率不断攀升， 影响了
不少人的日常生活。

每隔几天，张先生就要去
医院抽一次血，看到结果显示
自己很健康才放心。其实张先
生没有病，反复抽血，是因为
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患上艾
滋病。

2018年9月， 张先生因工
作原因接触到吸毒人员血液。
之后他开始出现焦虑情绪，害
怕因皮肤接触感染艾滋病，并
反复检查自己皮肤是否有破
损。自从那时候起，张先生的
这种“担心”越来越严重，甚至
通过反复到医院抽血检验是
否感染。

今年4月底，因无法继续工
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张先生
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湖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与神经症

科就诊。经过医生诊断，张先生
被确诊为“强迫症”，目前正在
住院进一步治疗。

强迫症患者并不少见。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障碍与
神经症科副主任医师蔡艳透
露， 近年来统计数据提示强迫
症的发病率正在不断攀升，有
研究显示普通人群中强迫症的
终身患病率为1%～2%，约2/3
的患者在25岁前发病。

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
种类型， 临床表现为强迫思维
和强迫行为，一些毫无意义、甚
至违背自己意愿的想法或冲
动， 反反复复侵入患者的日常
生活， 让患者感到巨大的焦虑
和痛苦，影响学习工作、人际交
往甚至生活起居。

蔡艳表示， 强迫症因起病
早、病程迁延等特点，常对患者
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极大
影响，世界卫生组织（WHO）所
做的全球疾病调查中发现，强
迫症已成为15～44岁中青年人
群中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20种
疾病之一。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棋 石荣

强迫症又来了！
他反复抽血检验是否感染艾滋

本报5月10日讯 小车停在
自家门口，被一精神病患者放火烧
毁。事后，车主李某找保险公司理
赔无果，将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

岳阳平江县法院审理后认
为，保险合同有效，保险公司应当
理赔。

李某为爱车投保了交强险、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机动车损失
保险， 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
金额为92736元，并投保了不计免
赔险。

2018年11月30日， 李某将轿
车停放在自家门口， 不料一精神
病患者邹某持刀对李某轿车进行
砍砸并放火将车子点燃， 附近群
众见此情形立即报警了， 但邹某
拿刀挥舞，其他人无法近身，因火
势过大，无法扑灭，李某轿车被完
全烧毁。

法院审理认为， 李某支付了
保险费， 订立了交强险保险合同
以及商业险保险合同，合同成立并
生效。因第三者邹某放火将轿车烧
毁，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应当
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因第三者对
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
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
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代为行
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
权利，该保险公司可在赔偿保险金
后另行向第三者主张权利。 原、被
告在商业险中约定李某轿车的保
险价值为92736元，据此，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在车损险限额内赔偿车
主92736元。 判决后双方均表示服
从判决，目前保险公司及时将履行
款支付到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邹方全

连线

爱车被精神病人烧了
损失谁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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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姚明还高，想当个厨师
身高2.32米，“湖南第一高人”有不少苦恼：衣服不合适，鞋子要定做

52岁的刘文革是益阳人，
身高2.32米，比姚明还高，朋友
们都叫他“刘高个”。之前他从
事过很多工作， 甚至尝试过拍
电影。 前两年刘文革回到益阳
南县老家休息， 最近他到长沙
准备找点工作， 但是因为太高
求职频频遇阻。

5月10日下午，记者见到了
这个高大的汉子。

衣服买不到，鞋子要定做

因为门框太低， 刘文革不
得不弯下腰、低着头进到房间。
“我应该是最有礼貌的人了，进
门一定会鞠躬。” 在房间里，无
论是站着还是坐下， 他高大的
身材让旁人都显得格外小。记
者1米6的身高， 仅到他的手肘
关节处。“我的身高比姚明还高
一些， 应该是湖南最高的人
吧。”他笑言。

刘文革告诉记者， 小时候
自己与一般的孩子并没有太明
显的差距， 可是20岁之后他惊
奇地发现，自己仍长高，直到长
到36岁。“衣服都需要在外贸店
购买，目前只有在杭州的2家外

贸店买到过合适尺码的衣服。”
而他54码的鞋子就只能定做。

“最不方便的还是出门。”
他说，坐大巴车还没问题，但是
坐的士就必须缩着， 膝盖顶着
中控台，头顶挨着车顶。

找工作遇阻，想当个厨师

在长沙五一广场面试过几
次后，他发现自己身高就是个活
广告，站在哪里，哪里人气就旺一
些。“有一家臭豆腐店看中我的身
高，想请我在门口吆喝拉客，开了
8000元一个月的工资， 但要站8
个小时。有点心动，但是身体条件
不允许。”刘文革说，因为自己太
高，如果站那么久，体重会压迫到
膝盖，所以没办法做。

这段时间刘文革还应聘过
导购、销售，因为身高、年龄等
被拒绝。 在应聘一家店的厨师
时，因为高过抽油烟机，店主体
谅他工作会很辛苦，委婉推辞。

刘文革很喜欢做菜， 生长
在洞庭湖边的他无论鳜鱼、鲫鱼
还是团鱼都拿手，做的烧烤也受
欢迎。“如果有可能的话，想尝试
当个厨师。” ■记者 石芳宇

本报5月10日讯 车子送去
汽修厂修理复勘，却因为汽修厂
电源起火被烧毁。岳阳车主林先
生起诉保险公司，法院判决保险
公司赔付，保险公司在给车主支
付完理赔金后， 起诉汽修厂。近
日，岳阳中院二审宣判了这起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汽修厂起火烧毁维修车辆

2017年5月， 林先生的小车
发生事故，被拖到保险公司合作
的汽修厂修理， 小车维修完毕
后， 林先生的弟弟将车开走，第
二天跟保险公司约好开来修理
厂复勘。

5月29日， 林先生的弟弟将
车开到修理厂后离开，当天上午
11点，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对车进
行复勘后离开。 谁也没想到，当
天中午， 汽修厂因电源问题起
火，林先生的车被烧毁。

事发后，林先生找保险公司、
汽修厂多次协商无果， 他把保险
公司起诉到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支付林先生保险金8万
元，保险公司不服上诉。经二审法
院调解， 保险公司向法院执行账
户支付了理赔金6.48万元。

几个月后，保险公司起诉汽

修厂，要求汽修厂赔偿保险公司
支付的这6.48万元理赔金。

判决：汽修厂承担七成责任

近日，岳阳中院二审审理该
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汽修厂对
保险车辆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对保险车辆
的损失是否存在过错？

法院认为，汽修厂作为一个向
社会公众开放的汽修厂，在没有提
交证据证明有工作人员进行了阻
止， 保险车辆进入其修理车间后，
就负有对车辆的安全予以保障的
义务。汽修厂的失火，是导致保险
车辆被烧毁的直接原因，汽修厂既
是侵权者，又是安全保障义务的提
供者，汽修厂对保险车辆的损失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而保险公司对保险车辆复
勘工作协调安排不力，在复勘工
作完成后，没有通知车主及时将
保险车辆驶离，增加了保险车辆
的安全隐患，对保险车辆被烧毁
负有一定的过错，可以减轻汽修
厂的责任。法院酌情由汽修厂承
担70%的责任， 保险公司自负
30%的责任。据此，法院判决汽修
厂向保险公司支付代位赔偿金
4.5万多元。 ■记者 虢灿

送修的车在汽修厂被烧了，谁赔
保险公司理赔后状告汽修厂 判决：保险汽修三七开

刘文革在
应聘一家店的
厨师， 身高高
过油烟机，炒
菜很辛苦。
记者石芳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