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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秀明）近日，
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对卢某某、谢
某某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作出判决，判卢某某有期徒刑两年缓
期两年执行，判谢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两年执行，夫妻二人均被处罚金
1000元。而老两口犯下的案子发生在
今年4 月中旬，他们在自家屋后张网
捕猎了3只猫头鹰和1只竹鸡。4月17
日，卢某某把猎物拿到宜宾市翠屏区
花鸟市场出售。猫头鹰还没售出，就被
群众举报。

卢某某（女，1955年出生）和谢某
某（男，1957年出生）都是宜宾市翠屏
区南广镇甜竹村人。据宜宾市翠屏区
森林公安局江北派出所所长卢光明介
绍，接警后，他和同事迅速赶往该市
场，将卢某某抓了个正着，现场缴获3
只猫头鹰和1只竹鸡。

民警随即又赶往卢某某的家，在
她家屋后发现了捕鸟用的网和笼子，

“网上面还粘着猫头鹰的羽毛”。同时，
民警将 59 岁的谢某某一并抓获。“据
犯罪嫌疑人交代，猫头鹰她每只卖30
元，竹鸡能卖多少算多少，就是想补贴
一下家用。”

根据我国法律，猫头鹰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这对老夫妇是否知道这
一点呢？卢光明称两人都知晓，算是知
法犯法。在完成案件侦查后，江北派出
所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法院认为，二
人在归案后主动供述案情，认罪、悔罪
态度较好，故从轻判处。

自家屋后捕3只猫头鹰
鸟没卖脱 老两口获刑

“你看，咋办嘛？”昨日下午，在文
华路15号院，73岁的太婆涂均如在4
楼自家大门前无奈地摊开手。眼前一
扇铁制的防盗门立在 4 楼上 5 楼（顶
楼）的必经之路，据称这是上个月 25
日刚装好的。这扇黑色的大门通常都
是关着的，原本明亮的楼道被大门隔
成一条条光柱透进来，“只要防盗门一
打开，我家就开不了门。”涂均如比划
着，这道防盗门向外开，开门幅度正好
将自家大门一半挡住。

涂均如和老伴雷纯谊在这里住了
24年，突然的变化让这对七旬老夫妇
措手不及。“安装那天我正在睡午觉，
等睡醒起来已经安装好了，我就跟楼
上住户说，‘袁师，安这里要不得。’对
方也没解释，说就要安这里。”

如今，防盗门上贴着涂均如写给
楼上两户住户的3篇宣言：“我们门也
应该有采光权，两个门同时开可能要
打架！我们年老了，经常失眠，你们走
出开门、关门声音大影响我们休息。”
此外，涂均如从小区院落委员会，找
到了所在金琴南路社区，希望楼上邻
居坐下一起协商，“对方从来没来过，
也没有解释。”想过走法律途径，但又
觉得，“为了这点小事花几千元律师
费不划算。”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所在
金牛区金琴南路社区工作人员苏超，
对方透露确有此事，目前正在组织各
方进行协商，“楼上的住户同意，把门
往上挪几个楼梯。目前正在协商中，如
果协商不行只能走法律途径。”苏超透
露，此类情况算是占用公共区域，“相
对而言，如果往上挪几个台阶，楼下、
楼上都可以接受，也就行了。”

随后，记者联系上其中一户住户
刘女士。刘女士称刚搬来不久，“上个
月中旬，贼直接走上来，把门撬开，把
家里的首饰、手机等1 万多元财物偷
了。”刘女士所在的小区是老旧小区，
并没有专门的物管，只能自身加强防
范。刘女士透露，这事让自家和对面邻
居非常紧张，这才决定安装一扇铁制
防盗门。

“安装之前，我听隔壁邻居袁大爷
说，告知过楼下的涂太婆一家。”当天，
刘女士和对面邻居一共花了 3000 多
元把铁制防盗门安装好，在门与楼梯
间也用铁棍焊死。“之所以不安装在上
面楼梯，是因为上面楼梯很高，钢筋没
办法焊那么高。如果不焊完，那我安装
防盗门又有什么意义呢？”

刘女士透露，目前正在跟楼下的
住户协商，希望能够通过把防盗门往
上移的方式，解决双方问题。之所以之
前没有前往社区沟通，刘女士解释：

“对面邻居说由他们来处理，我们不用
管。”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楚俊杰 实习摄影记者 秦天

本案中，牧羊犬对泰迪狗的赔偿限额，在理论上
存在双重限额的考虑：第一，是否以泰迪狗（1000元左
右）的价值为限；第二，是否以牧羊犬的价值（在本案
中，与泰迪狗类似）为限，前者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
就后者来说，如果牧羊犬价格高于泰迪狗（假设为
3000元），然后赔偿金额高于牧羊犬（如本案中的7000
元），对广大的动物饲养人来讲，也是较大的饲养风
险。这就涉及到饲养动物致害保险的问题。
侵害宠物的赔偿是否以市场价格为限？

宠物在财产中具有特殊性，不仅仅是财产价值，
同时也是狗主人的精神寄托。对宠物、珍稀野生动物
造成财产损害的赔偿，不依照市场价值计算，这是人
类社会进步、法律对动物这种具有伦理属性的特殊物
区别于普通财产对待的表现。

《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的“市场价格”和“其
他方式计算”，没有确定两种计算方式的适用顺序，应
该理解为，法官认为按照市场价格计算不合理的，可
以适用“其他方式计算”。

我个人认为，如果饲养“宠物”的目的主要是精神
陪伴，则可以高于“市场价格”计算宠物的医疗费用。

在医药费的赔偿上，如果医药费并不显著高于宠
物的市场价格或者绝对数额不是极高，那么超过市场
价格的赔偿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以数倍，甚至十倍以
上的市场价格进行医疗，或者绝对数额巨大，法官就
应该予以适当确定，而不是全额赔偿。

这其中有几点考虑：第一，如果仅仅因为是宠物，
就可以无限制地赔偿其医疗费，等于是将个人的宠爱，
强加于不确定的社会第三人；第二，即使宠物主人个
人，如果非因他人原因（如宠物主人自己的原因），宠物
遭受该损害，宠物主人自己是否愿意花费如此代价进
行医疗；第三，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条件和当事人双方的
经济状况，该赔偿不能显著增加侵权人的负担，首先还
是要保障人的权利。如果医疗费用过高，由侵权人承担
对动物的“安乐死”处理费用，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上述制度设计，在对动物的爱心、对宠物的感情
寄托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间，找到良好的社会平衡。
饲养动物侵害他人的损害 是否以动物价值为限

本案中，没有凸显出这个问题，但如果饲养动物
造成的损害，远高于饲养动物本身。例如一条1000元
左右的狗，造成了数千元的损害，当事人是否愿意赔
偿呢？但平心而论，当饲养动物的价格，远低于其造成
损害时，这种损害赔偿对于动物饲养人来说，也是极
大的负担。只是大多数动物、尤其是宠物的饲养人，没
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国现行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应该理解为损害
赔偿没有致害动物价值的限制。当损害发生时，就可
能出现否认该宠物是其所有，造成纠纷。而要在法律
程序中，证明一只宠物，的确为某人所有，其司法成本
相对是较高的。
应该建立饲养动物保险

本案中争议的问题和上文中提到的问题提醒我
们，我国不但应该加强对动物注射疫苗的管理，也应
该考虑推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保险，最好是与注射疫
苗统一管理。具体来说，注射疫苗是为了控制狂犬病
等疾病造成的严重后果，具有社会公益性。购买保险，
确保动物饲养人有一定的赔偿能力，这和机动车购买
交强险的道理是一样的。

对于除了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保险，对于价格极其
昂贵的宠物，建议宠物主人自行购买财产保险。这与
抱着古董上街是一个道理，普通人无法预见该财产的
价值，而所有人应该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如果积极
地推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保险和贵重动物财产（含医
疗费）保险，本案凸显的社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狗咬狗
是新闻

是赔狗，还是赔医疗费？
宠物狗只是一
般财物，还是
具备“精神慰
藉”价值

争论焦点争论焦点

这起案件到了贡井区人民法院后，
法官组织了多次调解。

承办法官罗李梅介绍，通过对这起
案件事实的调查核实，50岁的赵女士多
年前丧偶，饲养的这只泰迪狗，除了是她
的财物外，还作为陪伴宠物成了家庭的
一员，具有“精神慰藉”的价值；其次，泰
迪狗的市场价格在数百元至千余元不
等，受伤后产生的医疗费7000余元属实，

且不存在虚假或医院乱收费情况。因此
结合实际情况，罗李梅在此次调解中更
多地提及了宠物狗的“精神慰藉”价值，
先后多次组织双方调解。

最终，今年 7 月 27 日，双方在各自
让步后，达成一致意见：被告公司于 8
月 11 日前一次性给付原告方 6300 元，
其中包括泰迪狗的治疗费以及其他相
关费用。

原告原告
花费1000余元购买

了这只泰迪狗，已经不单
单是一只宠物狗，它还被
认为是家里的成员之一，
被赋予了“人格意义”，实
际价值超出了普通财物
的范畴。

被告被告
被咬伤的泰迪狗的

7000多元治疗费用，比
泰迪狗500至1000元的
市场价格高出了将近10
倍。当财物出现损毁的情
况后，赔偿标准应该以其
市场价格为依据。

法官法官
饲养的宠物遭受损

害，首先，一般会参照财
产损害进行赔偿，但又不
是绝对的，法院还会适当
地考虑精神慰藉等综合
因素。

买成1000多元的泰迪狗被咬伤，医了7000多元

今年3月份，自贡市民赵女士及爱犬
被一只德国牧羊犬咬伤。事发后，牧羊犬
所属公司垫付了赵女士的医疗费用，却
不愿支付治疗泰迪狗的7000余元费用。

分歧就此产生：牧羊犬主人觉得，泰
迪狗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自己宁
愿赔一只狗。泰迪狗主人赵女士却说，这
只宠物狗陪伴自己几年，就像家庭成员
之一，价值超过了普通财物。

双方各执一词，闹上法庭。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经自贡市

贡井区法院多次调解，双方最终达成一
致意见，牧羊犬主人赔偿6300元。

“除国家保护动物之外，我国现行法
律并未对一般的动物作出特别保护的规
定。”承办法官罗李梅指出，饲养的宠物
遭受损害，一般会参照财产损害进行赔
偿，还会考虑精神慰藉等综合因素，“许
多人饲养宠物是寄托着深厚情感的，他
们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对待，在宠物生
病或受伤的时候，不会以单纯的市场价
格去思考是否救治。”

事件/
今年3月份，家住自贡市贡井区的赵

女士怀抱饲养多年的一只泰迪狗在路上
行走，途经一家公司时，一只德国牧羊犬
冲出来，对着她及怀中的泰迪狗一阵狂
吠。因为受到惊吓，泰迪狗从赵女士手中
滑脱，身体多个部位被牧羊犬咬伤；赵女
士护狗心切，伸手阻拦时也被咬伤。

事发后，牧羊犬所属的公司垫付了

赵女士的医疗费用600余元。然而，泰迪
狗的治疗过程中，产生了7000多元治疗
费，该公司提出异议，不愿支付。

双方为此闹上法庭。贡井区法院承
办此案的法官罗李梅介绍，第一天，泰迪
狗的治疗费就达到1000多元，前后一共
7000多元，与泰迪狗本身的市场价格比，
高出好几倍，公司方为此不予认可。

小狗被咬伤,7000余元医疗费远超卖价

争论/ 按市场价赔，还是按医疗费赔？

原告：是家庭成员，理应全力医治

8日中午，赵女士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讲述，4年前，她花费1000余元购
买了这只泰迪狗，但它已经不单单是一
只宠物狗，还被认为是家里的成员之一，
被赋予了“人格意义”，实际价值超出了
普通财物的范畴，“买一只狗赔给我，我
不会要。”

赵女士称，平日里，她独自一人在家
的时候，泰迪狗是她的伙伴，也是她一部
分的精神寄托。被咬伤后，赵女士及其女
儿都十分伤心，为了能让泰迪狗继续活
下去，她们愿意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只
为救爱犬一命。

被告：已签了协议，但心里不认可

“我一直都是坚持按照市场价格赔
偿。”8日下午，牧羊犬所属公司一位姓胡
的负责人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发后，他们对医治人伤没有任何异议，
当即将赵女士送医治疗并积极垫付费用。

但公司认为，涉及到被咬伤的泰迪
狗的 7000 多元治疗费用，比泰迪狗 500
至1000元的市场价格高出了将近10倍。

“家养动物属于财物范畴，有其一定的市
场价格。”胡先生认为，当财物出现损毁
的情况后，赔偿标准应该以其市场价格
为依据，而不是以远远超出财物本身价
格的医疗费等费用为依据。

考虑“精神慰藉”,双方协议赔偿6300元调解/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案例，而
且，关于类似案例的判例也很少，主要以
调解为主。”8月8日，承办法官罗李梅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宠物狗作
为家养犬只，依法应属于赵女士的个人
财物，因此，财物受到他人损害，加害方
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这起案件中，当事公
司对牧羊犬管理不善导致赵女士及其泰
迪狗被咬伤的情况属实，应当承担一定
的赔偿责任，但如何赔偿，确实存在争
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是以泰迪狗的
市场价格为依据赔偿，还是以实际治疗

费用为依据赔偿。
“其实，除国家保护动物之外，我国

现行法律并未对一般的动物作出特别保
护的规定。”法官罗李梅指出，饲养的宠
物遭受损害，首先，一般会参照财产损害
进行赔偿，但又不是绝对的，法院还会适
当地考虑精神慰藉等综合因素。“所谓精
神慰藉，可以理解成精神损害抚慰。因为
许多人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对待，在宠
物生病或受伤时不会以单纯的市场价格
去思考是否救治，倾注了情感。”罗李梅
补充说。 赖曼莉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法律无规定，
综合考虑市场价值、精神慰藉

法官

牧羊犬咬伤泰迪狗
赔偿案的赔偿限额分析
□王竹（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
法研究所副所长）

3岁的小孩子，应该能跑会跳，会搂
着妈妈的脖子耍赖撒娇。然而，3岁半的
小姑娘好好（化名）已经长到41斤，却一
刻也离不开妈妈王艳的照顾，站立、奔跑
甚至吃饭，对她来说，每一件事都非常困
难。这一切，因为一种叫做“雷特综合征”
的罕见病。从发病确诊至今，好好已经接
受了1年多康复训练，功能退化得到一定
缓解。在一家医药公司的帮助下，今日，
美国专家将第二次为其视频会诊。

9个月大发现端倪 1岁半确诊

32周产检时，还在妈妈肚子里的好
好就被查出患有“肚脐膨出”。2013年1月
份，出生仅4天的好好做了修复手术，并
因发生窒息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9 个月大之前，除了比正常小朋友
软、不爱哭闹，好好跟普通的小朋友一
样，翘着腿在床上喝奶，喜欢坐会唱歌的

摇摇车。但渐渐地，王艳发现好好的反应
比其他小朋友慢，出现歪头眨眼等刻板
动作，给她玩具抓不住，并且频繁持续地
吃左手，甚至将4个指头塞进嘴里，大人
不许她吃时，还常常挣扎着把手指咬破。
王艳带着好好去了省内外多家医院，有
的说只是运动和智力发展轻度迟缓，有
的怀疑是脑瘫或癫痫，说法不一。“喂她
吃中药，每天喂8次，每次都会吐出来。”

1岁2个月时，好好的状况越来越不
好，家人逗她时已经不会互动回应，视线
也无追视。王艳有些着急，一个人带着好
好去了北京等地求医，跑了7家神经科权
威医院，最后才确认孩子患的是“雷特综
合征”。这是一种因基因突变而严重影响
儿童精神运动发育的疾病，呈现进行性
智力下降、孤独症行为、手功能失用、刻
板动作……其发病率为 1/10000 到 1/
15000，且患者主要为女孩。得到晴天霹

3岁半女童患罕见病 今日美国专家为她视频会诊
雳的确诊信息，王艳和丈夫带着已经1岁7个月大的
好好回到成都，进行漫长的康复训练。

美国专家越洋视频会诊

如今，王艳辞职在家照顾女儿，每天24小时几乎
寸步不离，“一个月30天，差不多27天晚上都要吐。”
此外，王艳还要带着好好进行肢体训练、手部精细动
作训练、口肌和吞咽动作训练，防止好好的运动功能
退化。而好好每个月2万元以上的训练费、医药费，让
这个只有爸爸曾强一人上班的家庭负担不小。

去年底，在成都设立分部的美联医邦公司得知了
好好的情况，免费帮助其寻找到哈佛麻省总医院神经
遗传科主任凯瑟琳·布斯汀·辛姆斯医学博士，为其提
供了睡眠障碍、痉挛症状等方面的缓解治疗方案。

8月初，好好出现了交叉腿僵硬、烦躁哭闹、注意
力难转移等症状，美联医邦再次联系上纽约西奈山医
院 Beth Isracl 医学中心小儿癫痫科主任 steven.M.
Wolf MD博士，今日上午将对好好进行第二次远程
视频会诊。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石钰

正因为治疗费用高出泰迪狗的市场价值，
导致双方分歧很大，多次协商也无一致意见。

楼上住户一开防盗门
楼下住户就开不了门

摄影记者 王勤

顶楼的防盗门，安到了四楼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