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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3岁女

童溺水，5岁小伙伴默默离开并未呼救，

还搬走了对方的扭扭车。 噩耗传来，3岁

孩子的父母将对方父母告上法庭。 酿成

如此悲剧，到底是谁之过？ 近日，广州中

院二审审理了这宗索赔案。

悲剧：眼见小伙伴溺水他默默离开

据了解，小董

（女）

生于2015年。 增

城区法院一审认定，2018年8月9日12时

左右，小董的母亲杨某在增城区某村的

家中做饭，将小董交由其大女儿

（生于

2010

年）

照看。

当日12时05分，同村的小黄

（男，生

于

2012

年）

与小董分别骑行儿童扭扭车

一同从小董家门口向村里一条河涌方

向驶去，到河涌岸边菜园斜坡时，两人

下车从斜坡走向河涌。

之后，悲剧发生了。 小董在河涌岸

边附近玩耍时跌落水中， 小黄见状离

开，随即又返回河涌。 12时07分，小黄回

到斜坡处并将小董的扭扭车搬起放到

附近住户的门口，然后骑行自己的扭扭

车回家。

杨某约10分钟后出门找小董未果，

遂于13时许向派出所报警称小董走失。

民警到达现场后与杨某一同寻找小董，

于13时15分左右在河涌发现小董，不幸

的是，经医生到场抢救无效，确认小董

已溺水死亡。

之后，在派出所对小黄做询问笔录

时，小黄陈述：“我与住我家附近的妹妹

玩滑轮车一起到水涌边，后走路从斜坡

下去水涌边玩，妹妹坐得太靠近水边就

滚下去了，我跑过去看，妹妹已掉水里，

我就回去把妹妹的滑轮车放到旁边一

家门口，自己骑滑轮车走了，也没有告

诉大人。 ”

死者父母：同伴“见死不救”很反常

做个饭的工夫， 孩子就这样没了，

小董的父母悲痛欲绝。 之后，小董的父

母将小黄的父母及河涌管理方诉至法

院索赔。

小董的父母认为， 小董平时乖巧，

母亲也曾告诫小董河涌危险不能去玩

耍， 小董平时从未去事故发生地玩耍

过，是小黄带着小董进入危险区域玩耍

才导致事故发生。 而河涌边上的菜园有

块门板， 就是为了阻挡小朋友靠近河

涌。 小董父母认为，这块门板是小黄打

开的，三岁的小董是打不开的。

“小董落水后小黄未呼救、 未告知

大人，反而将小董的滑轮车藏匿，导致

小董家人无法及时找到孩子、错过最佳

时机抢救孩子，导致小董死亡的严重后

果发生，具有重大过错。 ”小董的父母

称，小黄平时很调皮，他们认为一个将

近6岁的孩子，在看到小伙伴溺水后，完

全具备呼救求救的能力，但他的“做法

非常反常”。

对方父母：要求孩子呼救过于苛刻

小黄的父母则认为，两个孩子年龄

相仿，并无所谓谁引领谁的问题，应是

两个未成年人共同“商议”决定前往河

涌边玩。 不能仅凭监控视频上小黄骑扭

扭车处于前方， 即认为是小黄引领小

董。 而对于门到底是谁打开的，也没充

分的证据证明。

同时，小董落水究竟是失足跌落河

涌，还是他人行为所致，具体原因并没

有查明，如果是失足跌落河涌，则并没

有他人侵权行为的存在。 小董损害结果

的发生，根本上是监护人和管理单位的

疏忽导致。

“小黄作为未成年人，同样是一名受

害者， 其与小董共同经历了在河涌边玩

耍的危险。 ”小黄父母的代理人称，小黄

目睹了小董落水溺亡， 事后一直存在心

理阴影， 变得性格孤僻、 不明原因的惊

恐，这也是一种难以磨灭的心灵伤害。

对于小黄没有呼救的指责，其父母

认为，这过于苛刻，这样的要求与其自

身的年龄、认知能力不相符合。

判决：主责在死者父母自身

增城法院一审认为，小董的父母作

为其法定监护人， 事发前小董脱离监

护，酿成悲剧，父母对其死亡结果的发

生有一定过错， 应对小董的死亡承担

50%的责任。

其次， 根据事发当日的视频显示，

小董是在小黄引领下， 一同到河涌玩

耍，在小董落水后，“小黄并未积极施救

或向他人呼救，而是将小董的扭扭车藏

匿后自行离开事发现场，导致小董因未

及时得到救助而溺水死亡”， 小黄应对

小董的死亡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该赔

偿责任份额应由其父母共同承担。 当地

街道办作为河涌管理方也应承担相应

责任。 一审判决后，小黄的父母认为，自

己的孩子并无责任，因此提起上诉。

广州中院二审认为，小黄的父母未

尽足够的监管义务， 让年仅3岁的小董

脱离看护，导致事故发生，理应承担主

要的责任。 一审判决小董父母对此次事

故承担50%的赔偿责任过低， 调整为

70%。

小黄在小董落水后未进行呼叫或

者寻找他人帮助，延误了及时寻找和救

助小董的最佳时机，客观上让小董丧失

了获救的机会，因此，应承担一定的责

任。 但小黄年仅5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对自身的行为无正确认知的能力，

面对、处理危险的能力也有限，不应苛

以更多的要求和责任。 小董落水并非小

黄所为， 一审法院认定小黄需承担30%

的赔偿责任过高，予以调整，酌定小黄

需承担此次事故15%的赔偿责任， 由其

父母共同承担。 于是判决小黄父母共同

赔偿14.5万余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公新文）

广州市新闻办公室9月15日晚

上通报：15日15时许，110台接群众报

警，在从化区大江路口旁的小海河内有

3名小孩

（

10

岁左右）

溺水。接报后，从化

区公安分局民警立即到场处置，并协同

相关部门开展救援工作。 现场成功将1

名小孩救助上岸，1名小孩经“120”人员

到场抢救无效死亡， 另1名小孩经搜索

后寻获，但经抢救无效死亡。

近期，广州天气依然炎热，不少市

民仍选择到无安全保障的河道水域“野

泳”，甚至造成事故。 广州警方提醒：游

泳时不要忽视安全防范，要清凉，更要

安全，家长和监护人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和看护，切勿任由其到水库、江河、湖泊

等非正规游泳场所游泳， 以免发生意

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20岁

的青年打车过程中遭遇持续“精神强

制”，最终选择跳车，不幸身亡。 记者日

前获悉，广州中院曾审理一宗发生在出

租车上的抢劫案，作案者是一名出租车

司机和其老乡。 是什么让青年选择冒险

跳车？ 期间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判决书

披露了该案案情。

小伙子回家过年却遇不幸

2016年2月14日是大年初七，正当大

家过完春节陆续回城开始新一年工作

时， 在东莞一家美发店打工的20岁青年

小韦刚辞职， 结完工资的他准备经广州

坐火车回广西老家。 当日下午4时30分

许， 小韦在广州火车东站上了一辆出租

车。 上车后，除了司机以外，副驾驶座上

也坐着一名男子，小韦以为是交班司机。

到达目的地后，司机要价380元。 小

韦惊呆了， 市内打个出租怎么这么贵？

对方气势汹汹，可小韦身上也没有那么

多现金。 二人于是载着小韦，让他去银

行取钱。 可途经银行时，对方却又拒绝

了小韦下车取钱的要求。

在车辆行驶至站前路81号佳缘商

务酒店门口对出马路时，小韦突然从右

后车窗跳出坠地，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了解，小韦当时全身多处受伤，颅骨、

肋骨骨折、肝、肺破裂。 是什么让小韦毅

然决然地选择跳窗？

假冒“黑社会”宰客屡屡得逞

事实上，按照正常收费，当时小韦

仅应支付30元左右。 据法院查明，期间，

小韦遭遇了“精神强制”。 调查显示，事

发车辆是广州市华某运输发展有限公

司的运营车辆， 该车辆的承包人是刘

某、颜某，而当时驾驶车辆的是颜某的

老乡池某，副驾驶座上坐的则是池某的

老乡、也曾开过出租车的唐某。

在车上，小韦正是感受到了来自唐

某的“威慑”。 据唐某供称，自2015年10

月，他一直用假装“黑社会”成员的方法

和其他司机宰客，一般会找看起来像打

工的人。

“上车后不打计价器， 我在车辆行

进过程中，假装打电话接电话，让乘客

以为我是‘黑社会’的，向乘客索要高价

车费，他们不敢多说什么。 ”唐某的伎俩

屡屡得逞。

2016年2月14日中午， 唐某在火车

东站见到了老乡池某， 并商量宰客赚

钱。“让他等我拉到客上车之后别说话，

让我对付客人，他配合我，有事我会用

家乡话和他说。 ”唐某二人起先拉了一

个客人去广州火车站，途中唐假装接电

话伪装成“黑社会”。 到达目的地后，二

人要价380元，乘客只有240元，之后二

人各分120元。 接着，他们又以同样方式

要了一名女乘客400元，各分200元。

简单交流让他成为“猎物”

接着，年轻的小韦在司机的招呼下

上了车，对方热情地帮小韦把行李箱放

进了后备厢。“在车上，我了解到年轻人

是广西人，在东莞打工，我确定他是外

地人。 ”唐某确定，这名年轻人就是他们

的猎物。

在车上，唐某用家乡话让池某拨他

的电话，唐某假装接听。“湖北佬还嚣张

吗，你们就对着他砍，要不然就先把他

拖到停车场里面，等龙哥到了再说。 ”在

车上，小韦听到副驾驶座上唐某恶狠狠

地打着电话，心里开始慌了。

到了火车站，对方要价380元。“为什

么这么贵？ ”小韦质疑道。“什么意思！ ”

唐某瞪大着眼睛对着小韦， 他不敢再说

话。可身上没那么多钱，小韦提出到银行

去取。可车辆到达一处银行后，唐某却制

止了，他们担心小韦向保安“告密”。再之

后，便发生了小韦跳窗的一幕。

法院审理认为，唐某、池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以胁迫手段抢劫他人财

物，并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抢

劫罪。 鉴于二人有自首等情节，以抢劫

罪判处唐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判处池某

有期徒刑八年。

据了解，《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

运管理条例》将于11月起施行，该条例

对此前饱受诟病的出租车不打表、绕

道、议价等乱象明确了惩戒措施，对出

租车规范了运营提出了诸多要求，市民

打车将变得更加安全、舒心。

3龄童溺水，5岁同伴未呼救要担责

广州中院二审判3龄童家长承担70%责任，5岁男孩承担15%责任

与老乡假冒“黑社会”宰客

“的哥”涉抢劫罪被判刑8年

又见小孩溺水事故

广州警方提醒：勿游“野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