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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4000余元更换自家房子的窗户，屋主佟先生没想到引来了13万余元的赔偿纠纷。因为安装师傅

不慎在作业过程中摔伤，门窗商户、工人和佟先生三方对于赔偿问题各执一词。1月10日，市中级法院通

报了这起纠纷的终审判决，佟先生被判存在选任过失，须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受伤工人3万余元。

工人安装门窗摔伤引发13万余元赔偿纠纷

屋主选任过失担责20%赔3万多元
222

佟先生的选任行为为什么
构成疏忽大意过失？市民家中
需高空作业时该注意什么风
险？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
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
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
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虽然在现实中单纯从事门

窗制作而不进行相应安装的个
体经营情况并不多见，但佟先生
家里安装、改造门窗的位置居四
楼之高，必然存在超出墙体外缘
或邻临悬空的情况，佟先生作为
定作人知道和应当知道这是一
定的高空作业存危险性质的。因
此应当在签订定作合同时对选
任的定作人作业资质或经营范

围予以必要的审查，然而他没有
进行必要审查，选任行为构成疏
忽大意的过失。

同时，由于案发时佟先生不
在现场，因而不能及时发现作业
安全措施缺失的情况并取消或中
止定作活动，反映出他对承揽方
和作业人安全措施及安全施工能
力持放任、漠视的态度，这是他选
任过失行为的又一表现，因此法
院确定佟先生要担责20%。

●工人安装门窗摔伤，
向老板、屋主索赔13万余元

佟先生家住在 4楼，由于要
改自家的窗户，他向西区某门窗
店定制了 2个铝合金门窗，并委
托改 3个窗。2017年 8月 21日，
门窗店指派邓师傅到佟先生家
里进行安装作业。邓师傅在移动
窗户过程中不慎从窗户掉落摔
伤，住院治疗 3个月，共花费了
13.6万余元医疗费，期间，门窗
店经营者单某支付了6万元。

邓师傅认为，单某作为雇
主、佟先生作为定作人，都没有
在他进行改窗作业中提供保护
措施，两人应对其受伤产生的费
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是向法
院起诉，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等
合计19.5万余元，扣除单某支付
的 6万元费用外，两人还需赔偿
他13.5万余元。

门窗店经营者单某称，邓师
傅是他雇请的临时工，双方是雇
佣关系，有工作才会通知他，案
发时只是让邓师傅过去看一下，

并没有要求他作业。“我已经提
供了充足的安全防护工具，并提
醒邓师傅带上工具包、不要勉强
作业，但他明知现场不具备作业
条件，违规操作导致受伤，自己
也有责任。”

单某还认为，佟先生委托店
里进行营业范围之外的作业，明
知邓师傅违规作业没有阻止，也
没有提供安全作业的环境，现场
只有四面墙，不能挂安全绳，佟
先生是最大受益人，应当对邓师
傅承担赔偿责任。“事故三方都
有过错，应按比例承担，邓师傅、
佟先生过错占比高。”

●屋主被判选任不当，
担责20%赔偿3万余元

佟先生则辩称，他委托门窗
店定制作、安装门窗时，曾询问
店主单某是否可改窗。“单某称
可以，店里曾在小区承揽过多次
改窗业务。”佟先生看到门窗店
具有合法营业执照情况才下单
的，因此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

义务，不存在过失。
而邓师傅作为门窗店的雇

员，按单某指示前往安装，应由
单某提供安全培训及防护用具
并接受管理。佟先生对此是没有
管理义务的，他也从没有强迫邓
师傅在没有安全防护状态下工
作，没有过失，不应承担责任。这

起纠纷应由单某、邓师傅各承担
50%的赔偿责任。

2018年 4月，市中级法院二
审该案。法院认为，邓师傅和门
窗店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而不
是雇佣关系。邓师傅在执行工作
任务期间受伤，要求门窗店经营
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按《工伤

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至于屋主佟先生，他的选任

行为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市中
级法院终审维持一审 20%民事
责任的认定，判决佟先生向邓师
傅赔偿3.7万余元。目前，该判决
已经生效。 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刘颖清

高空作业有风险，定作人应做必要资质审查

以案说法

这是一则近日出现在本报上的结婚启事，让看到它的人很难不将它
和“幸福”“甜蜜”“浪漫”之类字眼联系起来。9日晚上，记者联系到刊登这
则结婚启事的95后小夫妻，倾听他们的爱情故事。肖宁和邝智欣早早地
来到了约定的采访地点，见到记者，他们愉快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市公安局法制监管支
队四大队的一名监管民警，长期
驻扎在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区分
院，与医院合署办公。我和大队
同事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犯罪
嫌疑人羁押期住院医疗时的监
管，一方面监督病人配合医生治
疗，另一方面需保护医护人员的

人身安全。不用去抓凶残的毒
贩，也不必与劫匪盗贼正面交
锋，也许有人认为，我们的工作
没有什么危险。其实不然，我们
的危险可以说随时存在。

“大收戒”活动开展以来，全
市患有传染病的吸毒人员被悉
数收治，这使得“公卫”合作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南区分院在押人
员大幅增加，这些在押人员大都
患有较为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个
别病人还存在情绪过激、行为失
控等问题。为幻想逃避法律制
裁，有些在押人员不惜绝食、自
伤自残、拒不配合治疗，这给监
管带来极大的挑战。面对包括肺
结核、艾滋病在内的诸多在押人
员挑衅，四大队监管民警并没有

退缩，而是迎难而上。
去年 7月的一天晚上，值班

民警谢发端从监控上发现 206
病房在押人员邓某毒瘾发作，他
的一只手已挣脱用来保护性约
束的手铐，并试图掰断另一边的
手铐。为防止事态恶化，谢发端
顾不上穿戴防护衣就冲进病房
试图制止。不料，邓某已将另一
边手铐掰断，塞进了嘴里，割破
了口腔，满嘴是血。谢发端没有
多想，果断上前制止，突然邓某
一回头，将他咬伤。谢发端感觉
手部好疼，但没有松手，一直坚
持到邓某情绪稳定，才放手，离
开病房对伤口做处理。

许多吸毒人员都患有传染
病，有些潜伏期较长。被咬伤走

出病房后，大队领导立即安排他
做血液化验。等待化验结果的过
程漫长而煎熬，为了不连累家
人，谢发端从那天起坚持与妻
子、孩子分床睡，下班回到家也
不敢抱孩子，心理压力可想而
知。所幸，化验报告出来后，他安
然无恙。

去年 5月，医院收治了一名
姓毛的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
人。入院之初，毛某高烧不退，并
伴有心肺衰竭迹象。然而，无论
医生、管教民警如何费尽口舌，
毛某始终一言不发，拒绝治疗。
谢发端心思缜密，他查阅毛某的
犯罪记录后推断毛某抱有侥幸
心理。于是，他每天给毛某讲政
策法规，让毛某知道“就算舍得

了孩子，也未必能套得住狼”。因
担心毛某久卧生疮，谢发端克服
心理阴影，帮毛某擦身。久而久
之，毛某为情所动，含泪感谢的
同时，答应谢发端配合医生治
疗。至于拒绝治疗的目的，毛某
坦言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逃避法
律的制裁。

做了多年的监管民警，我耳
闻目睹的危险和委屈还有很多
很多，有的同事被病人泼过尿，
有的被肺结核病人吐过痰，还有
的艾滋病人拔掉输液针头恐吓
我们……我们虽有惊吓和委屈，
但从没退缩，因为我们是监管警
察，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是我们
的座右铭。
本报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李蕾

被吸毒人员咬伤 他仍坚持不放手
新时代新时代 新担当新担当 新作为新作为

●讲述者：何杰辉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

●讲述对象：自己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这花盆砸下来，
碎片弹出去好几米远，要是有人在楼下，被
砸中了咋办？”昨日，住在东区奕翠园小区的
王先生向本报投诉反映，该小区包括他家在
内的几户一层人家，经常受到高层抛物的

“威胁”。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此事。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王先生家看到，从高

层坠落下来的花盆砸在他家的阳台上，在巨
大的冲击力下，花盆摔得粉碎，泥土四溅，还
有碎片弹出去好几米远，溅到了王先生家的
客厅里。为保留证据，便于让警方和物业管
理调查处理，王先生一直没有清理。

王先生说，事发前一天下午5点左右，他
女儿刚放学回到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出
门看到这一幕，惊吓不已。“幸亏我孩子进屋
了，也没在阳台上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先生说，高空抛物的现象经常发生，尤其
扔烟头等屡见不鲜。这一次，王先生向派出
所报了警，并通知物业管理进行排查。

小区物管有关负责人陈先生称，事发
后，已经逐一对楼上住户进行了排查，并告
知提醒楼上所有住户。小区通告栏其实贴出
了“温馨提示”等，但效果不是很明显，还是
无法避免个别业主或者房屋装修工人往楼
下乱扔垃圾等。

对于此事，紫马岭派出所昨日通报称，
接警后，值班民警立即会同小区物管工作人
员和保安赶到事发现场进行处置，并开展走
访工作。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高空抛物如果导致了人员伤亡，不但
要承担刑事责任、财产损失，还要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广东保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冠
华说，对于频频发生的高空坠物致人损害事
件，应加强社会管理和法律宣传，让高楼住
户认识到，高空抛物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
是违法乃至犯罪行为。

昨天上午8点，市民陆先生向本报报料
称，兴中体育场入口左侧一个大型体育健儿
雕塑倒下了，很长时间得不到维修，影响城
市形象，希望管理部门尽快将其扶正。

接到报料后，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兴中
体育场入口左侧树荫下，原本有两个大型体
育健儿金属雕塑，雕塑为一男一女，其中女
性雕塑倒在地上，其底部基座已经朽烂不
堪，“身体”各处也锈迹斑斑。

据一名环卫女工讲，这个雕塑是去年被
台风山竹吹倒的，距今差不多已有4个月。那
么，既然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为何没有及
时将其扶正呢？市体育场馆管理中心一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场馆改造申请已经递
交到有关部门，考虑到场馆终将改造，加上
雕塑本身已经严重损毁，所以计划在场馆改
造时一并处理。

本报记者 王伟 摄影报道
（报料人 陆先生50元）

“运动女将”倒地
约四个月无人扶

兴中体育场入口一女性雕塑
基座已朽烂

冬季室内保暖
小心“隐形杀手”

近一个多月以来，我市一氧
化碳中毒患者增多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进入去年 12月
份以来，我们已经接诊62例一氧化碳中毒病
例，几乎每天都有这类病人，最多的时候一
天有六七个。”昨日，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护理
组组长马建康告诉记者，由于近期天气冷，
我市一氧化碳中毒患者明显增多。

1月3日，该院曾接诊一起一家三口一氧
化碳中毒的病例，这家人在东区白沙湾住出
租屋，当天一家三口头晕、呕吐到医院就诊，
他们以为是食物中毒，经过检查询问，医生
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患者告诉医生，他们
一家三口当天曾先后在厕所洗澡，煤气热水
器就安装在厕所中，因为天气较冷，为了保
暖，他们关上了厕所的门窗，没想到当天洗
完澡后一家三口先后出现不适症状。

该院护理组组长马建康表示，这家人都
是轻症，经门诊治疗就可以了。一月份以来，
该院已经接诊 3例重症一氧化碳中毒的病
例，都需住院治疗几天才痊愈出院。

进入冬季应该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该院急诊科医生陈树鑫表示，市民要提高预
防意识，注意室内通风。一旦发生中毒事件，
应立即拨打120并及时现场抢救。

高层坠落花盆
吓坏低层住户

事发东区奕翠园小区，警方
介入调查

““9595后后””小夫妻小夫妻
在本报登结婚启在本报登结婚启事事
两人是高中同班同学，祈愿爱情地久天长

“戊戌狗年冬月廿六，肖宁将与邝
智欣结为夫妻，从今往后，安身立命，愿
互为盔甲，共同扶持，特此宣告。”

文/见习生 李鑫 图/本报记者 孙俊军

拼车回母校
擦出爱的火花

“一切要从 2017年 1月份
说起，那个月，我们一起回母
校探望高中老师。”肖宁和邝
智欣两人是高中同班同学，共
同就读于中山纪念中学。虽是
同班同学，两人在高中期间并
没有太多交集。高中毕业后，
邝智欣考上了浙江大学，肖宁
则是前往位于墨尔本的莫纳
什大学继续学业。

邝智欣清楚地记得，2017
年 1月份，在她大三寒假的那
段时间，一群高中同学建了一
个微信群，打算组团回去探望
高中老师。肖宁当时也被拉进
了这个微信群，由于老师住在

翠亨新区，距市区较远，同学
们只得驾车前往。机缘巧合
下，邝智欣和肖宁拼了一辆
车。“她当时就坐在副驾驶上，
车内就我们两人，因为高中交
集不多，我本来以为一个小时
的车程会很尴尬。”肖宁没有
想到，在这一个小时内，不熟
的两人居然从诗词歌赋到人
生哲学，聊得特别愉快。

每天靠写日记
维系跨国感情

寒假过得飞快，转眼间又
到了开学，肖宁不得不赶赴墨
尔本继续学业。“能遇到聊得
来的人特别不容易。”肖宁不
想因为距离的原因，令他俩感

情变淡，所以回到墨尔本后决
定每天为邝智欣写一篇日记，
想通过这种方式维系两人之
间的感情。

“我每天都能收到洋洋洒
洒两三千字的小散文，从他前
任的故事到每个好朋友的性
格，从时政热点到他自驾游住
哪吃啥。”在收到第 12篇日记
后，邝智欣便在网上答应和肖
宁在一起。关于两人之间的爱
情，邝智欣引用了这样的一段
话：原来你只用自己的一面跟
人谈恋爱，他们也只享用你的
一面，但已经足够。直到有一
天，有个人发现了你的其他
面，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的，
他爱了你所有的侧面，你竟然
不小心成为一个钻石，每个侧
面都闪闪发光。

登结婚启事
愿爱情地久天长

2018年 11月 5日，在两人
确认恋爱关系后的一年半，肖
宁正式向邝智欣求婚。没有闪
耀的钻戒，没有浓重的仪式，
两人于 2019年 1月 1日，在几
个朋友的陪伴下领了结婚证。

“虽然没办婚礼，但她想
在报纸上登一个结婚启事。”
肖宁搜集了很多国内外的结

婚启事，提前十几天来到报社
提交申请，想在领证的当天同
时刊登结婚启事。邝智欣认
为，结婚是一件很需要仪式感
的事情，她说：“我一直都有想
在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的念
头，想等我们到了做爷爷奶奶
的年纪，还能把当年的报纸再
翻出来，拿着它跟子孙说我们
俩当年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