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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地点：商场
责任划分：商场七成责任，

自身三成责任

大雪后在商场拍雪景，哪
知从平地误走到了停车场的顶
棚，不慎坠下造成偏瘫，生活不
能自理。近日，二十出头的马佳
第三次起诉益阳某商场， 索要
2013年到2015年三年的后续
医疗费用，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
法院判决商场需赔偿马佳11万
多元， 至此， 商场在三次官司
中，共需赔偿170多万元。

雪后拍照从顶棚坠下

2011年，不满18岁的马佳
和同学一起在益阳某商场吃
饭，当晚10点多，她们找到了商
场空地的一片弧形的斜坡拍雪
景。 马佳和同学踏上了这片空
地，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同学就
听到“噗通”一声，马佳不见了，
“雪地” 上出现了一个大洞，这
时她们才明白这片“空地”是地
下停车场的顶棚， 马佳直接从
顶棚摔到了停车场的水泥地
上，昏迷不醒。

马佳很快被送到医院，辗
转益阳、长沙、北京多家医院抢
救和治疗，她身体多处伤残，最
重的构成二级伤残。

医保报销不影响索赔

马佳的父亲代她起诉商

场，法院认为，商场对安全隐患
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和安
全保障设施， 是造成马佳受伤
致残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
要责任。而马佳在照相时不注
意自身安全，是造成自身受伤
致残的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
任。最终法院判决商场承担马
佳受伤所造成的医疗费、护理
费等经济损失中的 70% ，即
75万多元。

随着马佳治疗的深入，马佳
父亲提起第二次诉讼。2015年
10月， 益阳中院二审判决商场
赔偿从2011年 12月 1日起至
2013年 9月 30日止因后续治
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共
计90万元。

今年初， 马佳父亲提起第
三次诉讼，索要2013年9月30日
至2015年8月30日期间医疗费
用，被告商场提出，马佳的相关
医疗费用已经由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报销了部分， 所以索赔的
时候要剔除该部分。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原、
被告之间系民事侵权损害赔偿
关系，二者法律关系不同，受益
对象也不同， 所以商场方作为
侵权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因
此而得以免除。

近日， 益阳市赫山区人民
法院判决该纠纷引发的第三起
诉讼， 法院认定该段期间医疗
费用商场仍承担七成， 商场需
赔偿马佳11.3万元。至此，马佳
共获得170多万元的赔偿。

公共场合意外受伤该怎么索赔？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刘明介绍， 根据
《侵权责任法》，宾馆、商场、
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
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
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交
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
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还
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
费和残疾赔偿金。

而从事经营活动或其
他社会活动的单位、公民，

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
人人身损害的，就应当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具体的维权中，受害
的一方可以先跟侵权方协
商，协商不成，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在提起诉讼
时， 需准备医院治疗的病
历和医疗费票据， 并提供
证据证明侵害确实发生了。
如果受伤较重， 需长期治
疗，后续的实际医疗费用可
以在已经产生之后，另行起
诉索赔。

9月14日，一场由湖南都市频
道与创远湘江壹号共同举办的“为
品质都市提供中国方案———新都
市生活主义发布暨白皮书调研启
动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开幕。

据悉，这套“新都市生活模式”
以人为本，打造“城市江山森林体
系、老人健康生活体系、儿童放养
成长体系、女主人优雅生活、男主
人商务休闲体系”5大生活体系，提
前践行并实现城镇化发展“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以及以
人为本的高品质城市社区。

创远表示， 湘江壹号社区内，
豆腐坊、不老泉井相关体系配套均
已动工在建，后续体系配套也将逐
步完善， 如鹅羊山历史博物馆、儿
童成长管理中心等，都将于近期内
逐步兑现、打造完成。

■和婷婷

“新都市生活模式”为品
质都市提供中国方案

2016年 9月初 ， 刚刚结束
“2016重走阳光路”甘南站公益助
学行动的东风日产车队告别了化
旦尖措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踏上新
一站的爱心之旅。此次第二站的目
的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学
校———西藏曲宗巴松完小。

为了让更多有爱心的人参与，
东风日产还发起了“阳光跟帖”行
动，短短半个月，东风日产就收到
上千条留言，参与到此次互动中的
网友更是超过2万。东风日产将网
友的热心留言收集起来， 把它们
带到山区孩子们的手中！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党委书
记、副总经理周先鹏表示： 2016年，
立足于“百万”之后，回溯公益初心
的东风日产希望能继续凝聚车友、
经销商、爱心人士的力量，重走阳光
路，为“阳光助教”行动续航。

重走阳光路 东风日产
再次西行传递爱心

事发地点：酒店
责任划分：同桌顾客四成，

酒店及自身各三成

吃火锅酒精没了， 热心的
顾客自己拿起酒精往炉子里面
扔，不料火焰四射，同桌顾客不
幸烧伤， 受伤顾客要求酒店与
加害人赔偿遭拒，起诉到法院。
近日， 岳阳市华容县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起占有、 使用高度危
险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2014年8月20日中午，陈墨
和同事段林等六人在华容县某
酒店吃饭， 因火锅炉酒精熄灭，
他们多次叫店老板和服务员加
酒精无果，同桌的段林看到包厢
里有用塑料包装的液体酒精，就
随手提起扔到火锅炉里，谁也没
想到因火锅炉温度过高，“啪”的
一声，火焰四射，陈墨被烧伤。

陈墨受伤后，其伤情经鉴定
为十级伤残。陈墨找段林和酒店

老板索赔无果，起诉到法院。
法院认为， 液体酒精属于

易燃、易爆的高度危险物品，酒
店应采取足够的防护措施，同
时酒店作为公共场所， 还应将
危险物品放置在安全地方，以
避免他人可随意接触或使用该
危险物品。本案中，酒店的液态
酒精放置在顾客可随意拿到的
地方，并最终造成他人损害，因
此， 酒店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 陈墨在未确认安全也未获
得饭店老板许可的情况下，要
求段林往刚使用过的酒精炉中
倾倒液体酒精并引发酒精炉爆
燃，二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实际，
确认由段林对损害后果承担
40%责任， 陈墨及酒店各承担
30%，最终判决：陈墨的经济损
失，由段林赔偿3万元，酒店赔
偿2万多元， 陈墨自己负担2万
多元。

在小区玩耍，去餐厅吃饭，逛商场，逛公园，越来越多的人出入这些场所，而在这
些场所意外受伤的情况也增多。一旦受伤了，该找谁索赔呢？而医院治疗的费用，医
疗保险报销了部分，还能找对方索赔吗？（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毛可 周光炬

雪中拍照错把顶棚当平地不慎坠下
三次起诉获赔一百七十多万

事发地点：小区
责任划分： 狗主人三

成责任，自身七成责任

岳阳市民罗先生就因
为怕狗， 在看到狗之后转
身就跑， 却不慎摔成十级
伤残。近日，岳阳市岳阳楼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
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
一案。 狗主人被判承担三
成责任， 需赔偿各项损失
三万多元。

2015年8月19日晚，一
个雨天， 当晚11点多雨才
停， 家住岳阳楼区某社区
的罗先生下了班自己走回
家，走进小区后，他看到不
远处一个人带着一条狗在
走，这条狗有半人高，还没
有佩戴牵引绳。 罗先生怕
狗，看到后马上就想跑开，
谁知道下过雨后路滑，他
狠狠摔在地上。 而他摔倒
的地方离他看到的牧羊犬
有十米远。

看到罗先生摔倒，狗
主人黎先生及其他邻居赶
紧把他送到医院， 前后住
院近两个月， 医疗费用花

去几万元。经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罗先生伤情属十级伤
残。

罗先生找狗主人黎先
生索赔，黎先生认为狗离罗
先生较远，且没有任何攻击
行为，不应该承担高额的费
用。罗先生一气之下将黎先
生起诉到岳阳楼区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饲
养的犬体型中等偏大，事发
时未佩戴牵引绳，原告罗先
生作为对该犬并不熟悉的
普通人，因心生恐惧而躲避
符合常理。所以罗先生摔伤
与黎先生饲养动物之间具
有因果关系，被告黎先生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
时， 罗先生作为成年男子，
在被告饲养的牧羊犬并未
对其进行攻击的情况下，未
注意地面湿滑，选择转身跑
开以躲避的方式明显欠妥，
具有重大过失，依法可减轻
被告责任。

最终，法院依法酌情认
定黎先生应承担责任的比
例为30%，其余损失应由罗
先生自行承担，遂作出以上
判决。

没牵绳的狗吓到十米外路人
饲养人被判赔偿三万多元

热心顾客添酒精烧伤同桌
法院判决酒店、顾客同担责

公共场所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担责

案例二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