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为啥担责
子女事故

四川男子两次跳江自杀
搜救还在进行，他已上岸回家了

法律
延伸

李举中：在普通的借车关系中，车主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包括：车辆是否存在隐
患；借车人是否有驾照；借车人是否能安全驾驶；借车人是否是未成年。车主如未尽
到这些注意义务，在有过错的前提下，需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如尽到以上注
意义务，发生交通事故，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补足。此时，车主就可以免责。

李小林：一般的借车关系，承担的是过错责任。车主想要避免承担责
任，应当从自身出发，提醒借车人不得转借、不得饮酒驾驶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车主和用车人不是同一人
事故由谁赔偿？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刚：要看父母作为机动车出借人，是否怠于
审查借用人的驾驶资质，或隐瞒或未告知机动车故障等。该案中，实际用车
人杨某在法律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谁侵权谁担责”的法律原
则，应由杨某独立承担侵权后的法律责任。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小林：上述案件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
这一特殊侵权类型，没有任何关于父母对成年子女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
规定。且智力和精神正常的成年子女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对
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责任。

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律师李举中：依照《侵权责任法》第49条，上述
案件中，如果被告杨某的父母对损害发生具有过错，应当承担的是相应的赔
偿责任，过错责任应结合证据和庭审情况进行确认，不能依靠推测。即使被
告杨先生、刘女士有过错，承担的也是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

李小林：连带责任是一种比较重的责任形式，债权人（原告）可以向任一债
务人（被告）主张全部责任，而不是部分责任。因此，必须谨慎严格适用连带责任。

李举中：依照法律规定，在侵权案件中连带责任是一种法定的责任，如果法院
判决承担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原告有权请求一部分或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

郭刚：把父母纳入连带赔偿，对原告而言增加了最终获赔的机率，但对
杨某的父母而言，是加重了作为出借人的法律责任。

郭刚：如果仅是普通的借车或出租关系，车主需要承担的仅为审查出
借出租人有无驾驶资质、不得隐瞒或未告知机动车故障等。只有在上述两
种或其他类似的情况下，车主才需承担赔偿责任。需要明确的是，单纯的血
缘亲情并不是法定加重责任的情形，只有存在过错才是。

李举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应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事故发生造成
损害具有过错的情形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
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
驾驶资格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
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等。

什么情况下会判决父母为子女的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把父母纳入连带赔偿，对原、被告分别有什么影响？

如果是普通的借车关系，车主需要承担哪些义务和责任？

在借车关系中，出借人车主应该注意什么事项？

儿子酒后开父母的车撞飞行人
父母被判负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一审认为父母未尽到提醒注意义务，双方均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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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有人呼救，市民将其救起
男子却再次跳江

据目击者古月（化名）介绍，当晚
10时左右，她在宜宾叙州区长江公园
水幕电影处乘凉，现场市民众多。此
时从上游方向靠近岸边的江水中传
来呼救声，大家循声望去发现水中有
人漂来。一市民跳进水里将呼救男子
拉到岸上。

“家人都不管我，生活没意义，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面对大家的询
问，该男子断断续续讲了跳江经过。
古月说，男子自称25岁，当晚喝酒后
在金沙江戎州桥下跳江自杀，在江
水中因太难受改变想法，遂大声呼
救。经过大家规劝，男子似乎放弃了
轻生的念头，并报了一个朋友的手
机号码。热心市民有人给其朋友打
了电话，也有人安慰、鼓励他。

“但在众人劝说下该男子情绪愈
加激动，出口辱骂营救他的市民不该
救他，又一次往江里跳。”另一目击者
告诉记者，男子第二次跳江前撂下

“狠话”：“谁敢再救我，就大家一起
死！”因此第二次没人再救他，但岸上
的人也纷纷打电话报警。

男子刚跳下去，其好友们赶到，一
朋友（一说表弟）立马下水去救他。但
此时男子已在长江中漂出去大约30
米远，加上汛期水流湍急，救他的朋
友没找到他，当场在水中放声大哭。

搜救还在进行
跳江男子已自行回家

记者从宜宾翠屏海事处了解到，
当晚接到报警后，驻守在金沙江宜宾
城区江段的海事救援人员立即出动
救援艇沿江搜救，驻守在长江宜宾港

码头的长航公安宜宾派出所民警也
驾艇溯江搜寻，叙州警方辖区派出所
民警则赶到长江公园配合处置。

据了解，7月25日长江宜宾合江
门（距离水幕电影江面约2公里）航
行水尺水位 8.10 米，江水流速 5500
立方米每秒，长江公园亲水步道被
淹，江水流速较快。“汛期的长江水情
来势凶猛，跳江或者意外落水，没有
现场搜救起来，基本没有生还可能。”
一位水上救援志愿者告诉记者。因
此，长航公安、海事部门对于跳江者
的搜救行动在26日继续进行。

记者从长航警方了解到，26日
上午，跳江男子的母亲到长航公安
宜宾派出所报案。

26 日，搜救人员一整天都在
继续搜救跳江男子，并向长江下
游 沿 线 乡 镇 派 出 所 发 送 协 查 通
报，请求协助查找。“26 日下午快

要下班时，我们民警接到自称报
警人（跳江者母亲）的电话，被告
知跳江男子已经自行回家。”长航
公安宜宾派出所相关负责人说。

跳江者讲述：
江中呕吐清醒自救

据知情人介绍，跳江男子姓梅，
是四川宜宾珙县下罗镇人氏，今年
25岁。目前跟随母亲租住在宜宾叙
州区南岸，事发当晚酒后与其母亲吵
架，因嫌母亲管束太多太严而跳江。
26日晚记者与小梅母亲余女士取得
联系，确认了相关信息。

26日上午，余女士到长航公安局
宜宾派出所报案。回到自家店铺后，下
午4点多，余女士接到陌生电话，一个男
声让她送钥匙到出租屋。“我开始没听
出来，多讲两句才知道是我儿子！”

此后，小梅向母亲讲述了从寻死
到获救的经过：第一次跳江，真的是
不想活了。但是喝了两口水吐了，稍
微清醒点就不想死了，就呼救。被救
上岸后，救人者和围观市民见他糊里
糊涂，对他又是拍打又是骂。“把我打
痛了我就又不想活。”第二次跳江时，
小梅已经清醒了不少，再次呕吐后，
人越发清醒。“就借着水势往岸边划，
最后上岸。”小梅称上岸后又困又累，
就在江边桥下睡着了。26日睡醒后
徒步往家走，到了家，发现母亲不在，
又没钥匙，才借了电话和母亲联系。

记者从长江航运公安宜宾派出
所了解到，7月27日，派出所民警对
涉事人员小梅进行了训诫。

警方称，被训诫后的小梅表示认
识到了错误，保证不会再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2015年9月10日凌晨，
四川广元的杨某与朋友在
KTV喝了酒后，开车撞飞了
行人旷女士。经认定，杨某负
该事故的全部责任。2017年
8月，杨某因犯交通肇事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
个月。2018年，受伤的旷女
士一方提起民事诉讼，要求
杨某、杨某父母及保险公司
赔偿医疗费等约220万元。

日前，广元市昭化区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扣除已经
给付部分和保险承担的部
分，被告杨某还应赔偿旷女
士约62万元，由杨某的父母
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杨
某一家对此不服，已经提起
上诉。原告旷女士一方亦对
判决赔偿金额有异议，也提
起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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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晚10点左右，25岁
的四川宜宾珙县青年小梅从宜宾
叙州区金沙江戎州桥下跳江自
杀，漂到三江口长江公园水幕电
影水域附近时呼救，被岸边市民
救起。此后不久，小梅再度情绪失
控跳进长江被卷走。

然而让人更加意外的是，就
在家人和搜救人员都认为小梅
生还希望渺茫时，他居然自己回
家了。7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长航警方、宜宾叙州
警方和小梅母亲余女士处获悉：
25日晚跳江的小梅已自行回
家，其自称漂到长江大溪口后上
岸，在大溪口桥下睡了一觉，下
午走路回到出租屋。

四川明炬（龙泉驿）律师事务所
王仁根律师表示，政府部门对处在
危难之中的人进行营救，是应尽之
责，被救助人无需就此买单，这主要
在于生命高于一切，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是国家义务，不因意
外落难还是自陷风险而区别对待。

不过，自杀者投河，相关部门出
动营救，的确浪费了不少的公共资
源，产生了不小的成本。如果对自杀
者没有一定的责任追究，还是会助
长一些人继续无视自己，也无视他
人。自己犯错，让别人买单，这在情
理和法理上都有些说不过去。

王仁根律师表示，对于公民个
人的救助行为，救援者付出成本、受
伤甚至死亡，那作为受益人，就有补
偿的义务。在王仁根看来，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营救可以有偿，生命却是
无价，需要探讨的其实应该是如何
让人对生命真正敬畏。

四川法丛律师事务所律师罗翔
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人世间
最为宝贵的存在。对待当前社会各
阶层各行业压力过大所产生的轻生
的念头，我们社会应该引起高度重
视，寻找根源，而不是一味地堵，或
以惩罚的方式去堵人想死的心。“不
过，本案例中的小梅，寻死的动机让
人觉得很幼稚，也很冲动，说明他的
抗压能力很弱，这是个社会问题。”
罗翔表示，对待一些不成熟的轻生
者，应该加强社会引导（学校要加强
学生教育，社区加强居民学习等），
社会各部门齐心协力，帮助相关群
众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方为上策。

另外，对于有偿救援比方说户
外探险之类的看法，罗翔认为应该
从加强保险（金融）的角度去加以化
解、转移风险。“如果一味强调有偿
救援，大家裹足不前，是否会阻碍我
们的探险精神？”

故意涉险救援应当有偿
四川都江堰蓝天救援队队长

苟少林认为，高原、高山和深水救
援，对于救援队伍的整体要求都
非常高，甚至要动用特种救援设
备。因此参照国际惯例，应该推行
对高原、高山、深水（意外、非主
观故意者除外）有偿救援，即使救
援前无法收费，救援后也应该向
受益人追偿损失。同时，每年在沿
江、沿海的大中城市，也有人冒险
泅渡江河、下水探险，甚至搞自杀
恶作剧，同样要动用大量海事、水
警、海巡、海救等救援力量，耗费

大量人力物力。这类救援应参照
高原、高山有偿救援模式，向受益
人追偿损失。

宜宾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孟
庆华表示，救援资源是社会资源的
组成部分，是全社会的共同财产。但
公益无偿救援应该仅限于意外事
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所导致的
人道主义救援，而不是人为的、故意
的甚至恶意的主观原因造成的事
故。对于故意涉险、人为制险行为的
救援，应该本着“谁受益谁担责”的
原则，实行有偿救援。

需要探讨如何对生命真正敬畏

凌晨KTV喝酒后驾车
撞飞行人

2015 年 9 月 9 日晚，22 岁的
杨某开着其母刘女士名下的一辆
红色轿车出门，到一家KTV与朋
友唱歌、喝酒。9 月 10 日凌晨，杨
某酒后开车经过一处人行横道线
时，将正在通行的旷女士撞飞。随
后，杨某开车把旷女士送到旺苍
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后旷女士
转入其他医院继续诊治。

经交警认定，杨某负此次事
故的全部责任。

2017年8月，杨某因犯交通肇
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
个月。2018年，受伤的旷女士一方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杨某、杨某父
母及保险公司共计赔偿医疗费等
约220万。

原告起诉表示，涉事轿车为
杨某和杨某父母的家庭共同财
产，应当知道杨某可能饮酒并实
施驾驶车辆行为，杨某父母没有
尽到对车辆的安全管理和安全注
意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为车辆保险人，应当在
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责任。

对此，被告方认为，杨某的父亲
杨先生、母亲刘女士在该案中没有
实施任何侵权行为，杨某是发生侵
权时的车辆驾驶使用人，法定车主
刘女士和丈夫杨先生对该车的管理
过程没有过错。而且事故发生时，杨
某刚满22岁，大学毕业没工作，没有
收入，而买车时杨某读大一，对买车
也没有任何投资或贡献，因此，被告
认为原告以此为由要求杨某父母承
担连带责任的观点不成立。

保险公司则表示，由于杨某
属于醉酒驾驶造成该案事故，因
此拒赔商业保险，且根据规定赔
偿交强险后，保险公司有对杨某
及车主刘女士的追偿权利。

父母未尽到提醒注意义务
负连带赔偿责任

此前，经法院主持，原、被告
双方同意选择西南鉴定中心对旷
女士的伤残等级、护理天数等进
行鉴定。根据鉴定意见，旷女士脑
外伤后精神智力障碍伤残等级为
六级，系中度智能障碍。

广元市昭化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杨某醉酒驾车致旷女士的身
体健康、精神遭受损害，造成负全
部责任的交通事故，杨某具有过
错，应当负本案全部民事责任。涉
事车辆的法定登记车主为刘女
士，但其实是刘女士和杨先生夫
妻共同所有，均对轿车负有监督
管理职责。刘女士、杨先生夫妻应
当知晓儿子杨某的性格、生活习
惯嗜好以及驾驶技术等情况，对
杨某驾驶带有危险性的家庭轿车
前往KTV赴约交友唱歌至深夜，
未尽到提醒注意义务，具有过错。
该过错行为与杨某醉酒驾驶轿车
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过错行为，
共同致旷女士人身、精神受到损
害。因此，法院认为，刘女士、杨先
生应当负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涉事车辆投保了交强
险、商业险，在保险期内，因杨某
醉酒驾驶造成事故，根据商业保
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应当免除
商业险赔偿责任，但在投保的交
强险责任限额内应当赔偿，赔偿
后可依法行使追偿权。

最终，广元市昭化区法院判
决原告旷女士应获赔偿合计约90
万元，其中保险公司应赔偿12万，
减去杨某一家在治疗过程中已经
给付的16万多，被告杨某还应给
付原告约62万，由杨某的父母刘

女士、杨先生负连带赔偿责任。

不服一审判决
原被告双方均提起上诉

前不久，收到一审判决书后，
杨先生对判决不服，认为不该由
自己和妻子连带赔偿，且对判赔
的金额有异议，目前已经提起上
诉。“这次事故是儿子的责任，给
别人造成了伤害，我们认罪认罚。
该给别人的钱，一定要赔，我们作
为父母也一定会帮儿子还钱。只
是不该把我和妻子连带进去，也
没有法律依据，现在我们三处房
产已经被法院查封。”

杨先生表示，儿子杨某持有
合法驾照，而且出事当晚，他正在
学校给学生上晚自习，儿子用车
外出喝酒等，自己并不知情。当晚
妻子也在绵阳忙于工作，直到事
故发生后才接到通知。

旷女士的丈夫白先生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旷女士大
脑智力受损，记忆力下降，一直需
要人照顾。白先生现在雇了一个
人，和自己一同照顾妻子。“我们
是受害者，生活各方面都受到了
很大影响。应该由谁来赔偿，都应
当尊重依法判决的结果。只是我
们目前对一审判得赔偿金额不
服，还有一些费用没算进去，现在
也要上诉。”

应否有偿救援
故意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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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第二次跳河后，其好友因未救起他，抱头痛哭 胡春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