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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发抖音
吐槽商品质量差被告侵权

顾客买到不称心
意的商品，在短视频
平台抖音上发布一条
“吐槽”视频，不料却
被商家一纸诉状告上
法庭。

7月26日，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成都互联网法庭了
解到，商家以侵犯名
誉权为由要求赔偿经
济损失，最终法庭驳
回商家的全部诉讼请
求。法庭认为，商家应
对消费者的服务评价
予以必要的容忍，不
能苛求全部好评、不
带主观情绪。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197期
开奖结果：56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22085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3 31 09 14 07
32 蓝色球号码：13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97期开奖结果：930，直
选：1645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76708注，每注奖
金173元。（42659564.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97期开奖结果：93054，
一等奖77注，每注奖金10万元。（372207385.44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85期开奖结果：567787+
0，一等奖：0注；二等奖：10注，每注奖金38533元；三等
奖：27注，每注奖金3000元。（291597910.09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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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2021年8月底，小新、小筱和小萌
三名女孩到四川南充某传媒公司做
网络主播。

进入公司后，3名女孩被安排跟
另一名女孩“组团”，用公司提供的账
号在某短视频平台直播。直播间里，
主播们会化上精致的妆容面对镜头，
在“主持”的引导下施展才艺，目的是
让直播间的“大哥”能为喜欢的主播
刷一些礼物。

在公司上班1个月后，2021年10
月，小新等三人与公司签订为期半年
的“网络主播经纪合作协议”。此后，3
名女孩抱怨，在与公司正式签订协议
后，公司安排的一些工作内容让她们
越来越无法接受。

比如，主动结识“大哥”，是小新
等人作为女主播的“额外任务”之一。
小新、小筱和小萌曾告诉记者，公司
要求她们自己去“探探”“陌陌”等社
交平台寻找“大哥”，有时甚至会去他
人直播间挖“榜一大哥”私聊，以期获
得对方的喜欢和支持。

小新等人告诉记者，主播跟“大
哥”的聊天方式，公司会有人私下教
一些专门的话术。如果跟一位“大哥”
聊了很久，但对方一直未能展现出打
赏实力，抑或是“大哥”已不再具有打
赏实力时，主播就会让这位“大哥”从
聊天名单中消失，重新寻找新的“大
哥”。此外，即便主播下播之后，也要
跟“大哥”私下聊天维护关系。而聊天
记录每天都要发在微信群里接受公
司检查，因为要跟“大哥”聊感情、谈

恋爱，不合格将被处罚。
小新说，为活跃直播间气氛，“主

持”还会对玩游戏输掉的主播进行惩
罚。小新回忆，在一次直播中，自己和
小萌被惩罚“打二条”（用两根手指打
人）的次数太多，两人的手臂出现了
红肿和淤青。每一项惩罚，都会直播
给屏幕另一端的“大哥”。小筱说，这
样做是为了让“大哥”能动恻隐之心，
为主播“一掷千金”避免继续受罚。

公司安排的直播惩罚方式，以及
被要求和“大哥”的相处方式，让小
新、小筱和小萌3名女孩感到不适，她
们认为“公司的一些私下要求已突破
道德底线”。

2021年11月初，3名女主播向公
司递交了辞职信。小新告诉记者，自
己后来因身体不好，加之家人生病
需要陪伴，便请假一段时间，没去上
班，公司一直未批准她的辞职。2021
年11月30日，小新的母亲替她手写
了一封辞职信，陪她去公司辞职，并
希望拿到此前未发的工资，双方不
欢而散，未能要回工资。和小新组团
的小筱和小萌在下播后，也提出不再
回公司上班。

今年3月，小新等3人收到法院传
票，被公司起诉。公司称小新等3人擅
自终止合作的行为给原告的其他合
作主播带来了严重消极影响，已经构
成违约。根据“协议”约定，应向原告
（备注：公司）支付5万元违约金、直接
损失10万元以及同时承担50万元的
惩罚性违约金。

去年下半年，姚先生在商家吴先
生开设的店铺中购买了轮胎。用了不
久，发现轮胎外侧出现鼓包，要求商家
赔偿或者免费更换。商家认为轮胎虽
然有质保期，但该轮胎侧面鼓包系使
用不当造成，属人为损害无法更换，要
求顾客姚先生对轮胎进行鉴定。

气不过的姚先生通过抖音发布
了一则短视频。视频中拍摄了商家
吴先生的店铺，并配文：“不要走这
家来换轮胎，这家子轮胎‘歪得很’，

才换了20天不到，轮胎就鼓了一个
包，然后来就说是我们人为的。”该
视频浏览量达1.8万次以上，多名观
看了视频的车主在评论区发表“收
到”“不会再来”“翻新轮胎”等评论。

商家吴先生觉得自家的店铺也
受到了这段视频的影响。吴先生表示
自己的营业收入明显下降，遭受到重
大经济损失。吴先生一纸诉状将姚先
生告上法庭，要求姚先生删除视频、
并赔礼道歉，同时要赔偿经济损失。

“不愿突破道德底线”
三女主播离职遭公司起诉索赔

三名“00后”女孩
与公司签订《网络主
播 经 纪 合 作 协 议》
后，使用公司提供的
短视频账号进行直
播，但在签订正式合
作协议1个月后，三
名女孩提出了辞职。

这三名女孩曾向
媒体自曝行业内幕，
称公司会要求女主播
私下去各大社交平台
结识“大哥”（主播对
直播间观众统一称
呼），也会派人私下
教她们聊天话术，与

“ 大 哥 ”以“ 男 女 朋
友”相处，并每天检查
她们跟“大哥”聊天的
内容。如果“没聊出感
情”，将被视为“不合
格”而受到罚款；如果
男性在聊天中提出要
私密照片，直播团队的

“运营”也会提供一些
女性暴露、性感的照片
或视频给主播进行转
发，三名女孩表示“不
喜欢这样的工作，有些
内容已经突破我们的
道德底线”。

三人离职后，她们
分别被公司起诉“违
约”并索赔。7月25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了解到，四川南充
市嘉陵区人民法院日
前就此案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
讼请求。

焦点一焦点一

主播与公司主播与公司
是否形成劳动关系是否形成劳动关系

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就本案审
理认为，本案中，原告作为经纪公司，被
告作为网络主播，双方签订的《网络主
播经纪合作协议》，系平等主体之间就
开展演艺活动、提供经纪服务等民事活
动的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不具有劳动
关系中的人身从属性，双方之间不符合
劳动关系经济依附性的特征，更符合合
作关系特征。因此，双方构成合作关系而
非劳动关系。

焦点二焦点二

主播有无权利主播有无权利
单方解除合同单方解除合同

嘉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主播与
公司签订的《网络经纪合作协议》中约
定：“乙方如需解约至少六十天向甲方
提出书面申请，在甲方认可其解约申请
的情况下”，根据该约定，主播有权单方
提前解除合同。对小新三人申请离职的
事实，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于2021年12
月1日已完全停止了合作，因此，双方签
订的《网络经纪合作协议》于2021年12
月1日已经提前解除，不需要再判决解
除合同。

焦点三焦点三

主播是否主播是否
需支付解约金等需支付解约金等？？

嘉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直播
时，公司安排主播接受各种惩罚等低
俗内容吸引观众。在线下，公司要求主
播与打赏的“大哥”通过喝酒、聊天、发
送不雅图片和视频等媚俗手段维护关
系。该行为不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有
损网络文明，亦有损主播的身心健康，
因此，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被
告据此要求解约，有合同依据。

法院认为，原告违约在先，对其要求
被告支付解约金及赔偿经济损失、支付
惩罚性违约金等不予支持。主播应当坚
持健康的格调品位，被告等人自觉摈弃
低俗、媚俗等低级趣味，也符合《网络主
播行为规范》的精神。

7月25日，记者获悉，嘉陵区人民
法院日前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
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 法院判决 /

商家应对差评
给予必要容忍

驳回商家全部诉求

消费者有权对商品
或服务做出评价；
商家应对差评
给予必要的容忍

法官认为，消费者有权对
其购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做出评价。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消费者评价反馈及行使监
督权有了更加便捷、公开的平
台。消费者既不能“失语”，也
不能“表达无边界”，评价时
应当针对商品或服务本身，
实事求是，不捏造歪曲事实，
应注意言语措辞的理性。消
费者因对商家提供的服务或
商 品 不 满 而 进 行 了 所 谓 的

“差评”，即使其言语有些主
观、过激甚至片面，但是只要
其是给予自身真实的消费体
验和感受作出的评价，并不
存在恶意捏造事实，抹黑、侮
辱、诽谤商家名誉的情况，不
构成侵权。

同时，商家应对差评给
予必要的容忍。商家作为经
营者应该着重提升产品质量
和加强品质监管，通过积极
沟通、提高服务和及时反馈
来 获 得 消 费 者 的 理 解 及 信
任，让消费者有良好的购物
体验。

成铁宣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颜雪

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姚先生
发布的抖音视频是否侵害商家吴先
生的名誉权。记者了解到，经成都互
联网法庭裁判，法庭驳回了商家吴
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庭认为，是否构成侵害名誉
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
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
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

本案中，姚先生在吴某处购买
了轮胎，因轮胎鼓包要求更换，而商
家认为鼓包系人为造成要求姚某对
轮胎进行鉴定，双方未能将轮胎鼓
包达成一致的处理结果。

姚先生根据自身的消费感受在
抖音视频中指出“不要走这家轮胎
店……轮胎质量太差了……没跑到
20天，轮胎就鼓个包，我来理论，说
是人为的。”等言论，属于事实性表

达及否定性评价。在事实描述上姚
先生并未捏造，商家吴先生也未提
交证据证明姚先生的上述言论严重
背离事实，而姚先生虽做了否定性
评价，但主要是在表达对吴先生店
铺商品服务的不满，是作为消费者
的主观感受，是消费者行使监督权
的具体体现，并非故意借机诽谤、诋
毁吴先生。

商家吴先生认为案涉视频被浏
览1.8万次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应认
定侵权成立，损害后果的认定应当以
行为人违法为前提，因姚先生的“差
评”不存在违法性，故商家店铺营业
收入的降低不宜认定为侵权行为造
成的损害后果。吴先生作为商品服务
提供者，应对消费者的服务评价予以
必要的容忍，不能苛求全部好评、不
带主观情绪。故法庭对商家主张顾
客姚先生侵害其名誉权不予认可。

三主播称“不愿突破底线”离职
被公司起诉“违约”索赔60余万

判决：不予认可 驳回商家全部诉讼请求

事由：20天不到轮胎就鼓包 不满发抖音“吐槽”引诉状

7月25日，网上流传一段视
频称，四川江油一辆救护车被撞
侧翻致4人受伤，其中1人是孕
妇，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
心受伤孕妇安危。当晚，江油警
方发布通报称，该市三合镇迎宾
路口发生一起涉及救护车的交
通事故，造成4人轻微伤。通报还
显示，网传受伤孕妇实为一名因
产后腹部疼痛转院的产妇。

26日上午，江油公安交警
表示，此次事故责任尚未划分，
正在调查认定中。

网传视频显示，7月25日，
四川绵阳江油市一辆私家车与
一辆救护车相撞，救护车被撞
至侧翻，有伤者躺在地上，头部
流血。现场目击者称，“事故造
成4人受伤，其中1人是孕妇”。
该视频引发网络关注，有网友
表示关注孕妇生命安危，也有
网友质疑救护车会拉警报器，
为何私家车没有避让。

当晚10时11分，江油市公
安局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
称，2022年7月25日，江油市三
合镇迎宾路口发生一起涉及救
护车的交通事故。

经调查，25日8时50分许，
罗某驾驶车牌号为川B338XX

的小型车辆从江油市诗城路往
火车客运站方向行驶，行至三
合镇迎宾路与江彰大道交汇
处，与王某驾驶、开启了急救警
报器并鸣笛示警的川BG22XX
救护车（搭载2名医护人员，1名
病人系产后六天腹部疼痛、从
乡镇医院转院产妇）发生碰撞，
事故造成4人轻微伤，两车不同
程度受损。目前，该事故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通过救治医院了解到，受伤产
妇只是小伤，情况比较稳定。

江油公安的警情通报显
示，当事救护车是开启了急救
警报器并鸣笛示警的。那么，为
什么小车没有避让？此次事故
责任应该如何认定？江油公安
交警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责任尚未划分。

交警提示：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在执行紧
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
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
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
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病房里，两张并排相邻的
病床上，躺着两位老人。这是一
对结婚70余年的老夫妇，其中
老奶奶90岁，老爷爷98岁。7月
12日，他们因身体原因，住进四
川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同一科
室的同一间病房接受治疗……

这两天，这段高寿夫妇同
日住院治疗的视频引发众多网
友关注。“加油！祝二老早日康
复”许多网友为二老送上真心
祝福。7月26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医院了解到，经
过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这对
老人已于7月19日一同出院。

九旬夫妇同日看病
医院安排同一间病房

方登富是遂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7月12
日上午，他正在上门诊，一位坐
着轮椅的老奶奶被家人推了进
来。经过问诊，老奶奶因为右侧
肢体无力就诊。经门诊初步检
查考虑脑梗死，需住院治疗。

方登富在跟老奶奶的家属
交流中得知，老奶奶的老伴因
为头晕、咳嗽，当天也在这家医
院的另一个门诊看病。方登富
随即联系为其老伴接诊的同
事，得知老人是肺部感染，后循
环缺血，也需要住院治疗。

“老奶奶姓黄，90岁了，老
爷爷姓陈，已经98岁了，平时在
农村生活。”方登富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因为是两位
高龄老人，又是老夫老妻，为了
方便家属一同照顾两位老人，
医院决定协调安排这对老人入
住神经内科的同一间病房。

三个儿女照顾有加
二老病床对望一幕令人感动

让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刘
莉娟印象最深的，是这对老夫妇
家庭的和睦。二老共养育两子一
女，大儿子已经70岁，最小的女
儿也有60来岁了。那几天，二儿
子和女儿留在医院照顾，大儿子
则负责一日三餐送饭。刘莉娟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由
于两位老人都上了年纪，医护人
员对他们也都特别细心。

“一家人给人的印象就是
和和睦睦的，三个子女虽然上
了年纪，但对老人十分孝顺，这
也是年轻人的榜样。”刘莉娟
说，两位老人因为已经高龄，说
话有些吃力，虽然病床就挨着，
但很少说话交流，但两位老人
躺在病床上彼此对望的时候，
那个画面很让人感动。

7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医院了解到，经过
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这对老
人已在7月19日同一天出院。

方登富提醒，如果家中有
高龄老人，家属应当注意防跌
倒，跌倒后发生骨折的风险非
常高。一旦长期卧床就会明显
增加感染和下肢静脉血栓的风
险。其次，有些老年人不愿麻烦
家人，有身体不适不及时到医院
就诊，会因拖延时间导致病情加
重、小病拖成大病，这也是健康
大敌。老年人患病后常常会迅速
加重，及早发现、及时诊断、及时
治疗非常重要，避免因为拖延时
间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一眼百年”
九旬夫妻同日住院同日出院

病床对望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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