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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期里的危险请查收
潜伏
又到一年暑假时，暑期生活丰富
多彩，然而与此相伴的是，由于脱离
学校监管，孩子的自主时间增多，如
果家长监护不到位，极有可能发生危
险。为提示家长、学校、社会和未成
年人切实做好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预
防，二中院对近年审理的涉未成年人
暑期安全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作
出提示。

案例一
水库打闹儿童溺亡
暑假某日，小 A、小 B 提议去村子附近水库游泳，
同学小 C（事发时均为 13 岁）虽不会游泳，
仍同小 A、
小
B 前往水库。水库大坝上有“禁止游泳”警示语，但无
专人看管，亦无其他防护设施。三人开始均在水库浅
水区戏水，
之后小 B、
小 A 到深水区游泳，
小 B 在从深水
区接近浅水区时，与在浅水区的小 C 打闹，二人不慎
掉入深水区，
小 C 溺亡。
事发后，小 C 父母将小 B、小 A 以及水库的管理者
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三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50 余万元。一审法院经审
理，认定水库管理者、小 B、小 A 分别应承担 50%、10%、
10%的责任，判决小 B、小 A 的法定代理人分别赔偿死
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3.4 万余元，水库
管理者赔偿 17 万余元后，三被告均不服，上诉至二
中院。
法院说法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小 B、
小 A 明知小 C 不会游泳
仍提议并邀其一起到水库游泳，间接导致小 C 溺水死
亡，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民事责任，依法由其监
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涉案水库距村庄较近，无专
人看管亦无其他防护设施，对公民人身安全存在潜在
威胁，水库的所有人对水库负有管理责任，对小 C 的
死亡亦负有一定民事责任。小 C 虽是未成年人，根据
其年龄（10 岁以上）应能判断到水库游泳的危险性，
且
在水中与小 B 打闹导致自己掉入深水区，其自身存在
一定过错，
可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据此，二中院判决驳回三上诉人上诉，维持一审
判决。

案例二
儿童乐园玩耍受伤
2016 年 7 月某日，6 岁的小 D 在其父母知情的情
况下，由其邻居（系成年人）带领，与其他两名儿童至
某公园的儿童乐园游玩。在园内玩耍时，小 D 从充气
“八爪鱼”玩具上跌落受伤，其时带领人未随身看护，
玩具周围亦未见护栏等安全防护措施。事发后小 D
即至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肱骨髁上骨折。小 D 家长第
二天前往该游乐中心协商赔偿事宜，并在此过程中拍
摄视频。因协商未果，小 D 家长将儿童乐园有偿经营
管理者游乐中心及公园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3 万余元。
经查，游乐中心与公园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
公园将房屋有偿租赁给游乐中心使用，中心开展经营
活动期间如出现伤亡、游客伤害或其他事故，由该中

心自行承担责任，
与公园无关。
一审法院判决游乐中心赔偿责任比例为 70%，游
乐中心不服，
上诉至二中院。
法院说法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案件中小 D 提供了门诊病历
等就医材料、视频光盘等证据，能够认定小 D 在该儿
童乐园摔伤的事实。游乐中心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八
爪鱼”充气玩具经过质量、安全检验，儿童玩耍攀爬该
玩具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其外围未见有护栏等相关
安全保障设施，故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小 D 年龄
较小，自身安全有赖于监护人的有效保障，而其监护
人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成年邻居带小 D 及其他两名
儿童至儿童乐园玩耍，且未在身边进行有效看护，故
未尽到合理监护职责，存在过错，应减轻中心的赔偿
责任，故根据案情酌情确定游乐中心赔偿责任比例为
70%；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公园对游乐中心负有管理
责任，故对小 D 要求公园承担侵权责任的主张不予支
持。一审综合案件事实及证据认定的责任承担比例
正确。据此，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案例三
违反交规致他人受伤
暑期一天，程某驾车带其子小 E（12 岁）外出游
玩，行至某公园西门时，将车辆停放在路边去上厕所，
小 E 独自留在车中。在此期间，
小 E 打开车辆左后门，
撞上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孙某。孙某被送至医院治疗，
经治疗仍处于植物性生存状态。交管部门认定，程某
驾驶机动车违反规定停车，小 E 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
辆通行，均与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确定程某、
小 E 为同等责任，
孙某无责任。
孙某将程某、小 E 及车辆投保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判令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
损失共计 170 余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孙某损
失由保险公司在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程某与
小 E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
程某及小 E 不服，
上诉至二
中院。

案例四
餐厅犬只咬伤女孩
暑假期间，9 岁女孩小 F 和父母去郊区游玩，中午
在景区附近的私营餐厅吃饭。小 F 在从厕所回餐厅
的路上，走到餐厅养犬区域，被餐厅主人饲养的狗将
腿咬伤。餐厅内、
狗笼附近均未设警示标志。
小 F 及其法定代理人将餐厅经营者诉至法院，要
求赔偿医疗费等损失。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小 F 被
狗咬伤是由小 F 父母监护不力造成的，判决餐厅经营
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后，
小 F 不服，
上诉至二中院。
法院说法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
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
承担民事责任。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
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餐厅主人饲养的狗将小 F 咬伤，
餐厅的主人作为饲养人及管理人应承担相应民事责
任。餐厅主人主张小 F 因自己逗狗被咬伤，没有提供
充分证据，法院不予采信。另餐厅内、狗笼附近均未
设警示标志，合理提示他人注意安全，存在安全隐
患。根据查明的事实餐厅饲养的狗所处位置不在餐
厅至厕所的道路上，小 F 是自行走下道路，走到养犬
区域，后被犬咬伤，故小 F 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未尽到
管理、保护之职，对小 F 所受伤害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据此减轻餐厅经营者的责任。一审认定餐厅经营者
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妥，依法改判餐厅经营者赔偿小 F
医疗费、
交通费、
营养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 4000 余元。

法院说法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程某与小 E 的违法行为均与
涉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是事故发生的原
因，根据交管部门的认定及此案情况，一审法院确定
程某与小 E 作为直接侵权人各自承担 50%的责任正
确。但此案因小 E 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应赔偿部分
应当由其监护人承担，而程某赔偿责任应由其自行承
担，一审确定小 E 对程某所负责任部分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有误，改判程某对保险公司赔偿限额外的不足部
分承担赔偿责任。

暑假托管班如何托得安心？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北京市教委响应通知要
求，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 1-5 年级学生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公办暑期托管班的试行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暑假看护难的问题，但一方面，公办暑期托管班还属于新兴事物，在提供
看护服务时应着重关注学生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不少家长同时也在寻找其他托管或教育
培训机构，以确保孩子能得到更多样化的教育资源。那么如果发生威胁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情
况时又该怎么办呢？

案例一
托管班里打闹磕断门牙
小美是一名小学二年级学生，平时爸爸妈妈工作
特别忙，一放暑假，小美就无人照看。经人介绍，小美
妈妈得知小区里开办的托管班（有工商登记）既监督孩
子们写作业，
还能提供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场所，
离家
近收费也不高，
这让小美的妈妈很满意，
很快就帮她办
了托管。
一天，托管班小李老师带学生到小区进行户外活
动。托管班的孩子们都在嬉闹，小李老师口头上予以
劝导后，
孩子们并未听从，
仍继续相互打闹。同在托管
班的小勇追赶小美，
两人跑到墙边时，
小勇推了小美一
把，小美面部碰撞到墙壁后受伤。第二天小美到医院
进行治疗，诊断为门齿粉碎性根折。随后小美多次到
医院就诊。
小美妈妈将小勇和托管班起诉到法院，要求小勇
和托管班承担小美的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护理
费。法院审理后确定小美、小勇各承担 20％的责任，
托管班承担 60％的责任。
法官释法 学生双方和托管班均担责
北京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法官助理杨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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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规定，
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
育、
管理、
保护义务的学校、
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
害，
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与其过
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专门规定了教育机构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身损
害的过错推定责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
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侵权责任。
”
该案中，伤害发生时，小美和小勇均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小美和小勇在公共场所追跑打闹期间，小
勇推搡小美是致其门齿折断的直接原因。两名学生均
未听从老师的管理，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均有过错。损
害后果发生前，
小美和小勇已多次发生肢体接触，
小李
老师作为管理人员未能尽到注意义务并及时制止，对
于损害后果的发生，
托管班作为责任人，
应承担主要责
任。故确定小美、小勇各承担 20％的责任，托管班承
担 60％的责任。
法官提示 家长的教导也很重要
作为专业的有资质的托管机构，当然应对所接收
的小朋友们尽到照顾、
看护的义务。但实践中，
要确保
小朋友们在托管班的人身安全，不能完全靠托管场所
的老师，
家长还要在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孩子，
在和
其他小朋友玩耍时既要注意尺度，也要保护好自己的
安全。

案例二
选了家无资质托管所
周女士未办理工商登记即在某小区楼内开办
“托管
所”
，
为放假的数名小学生提供午饭，
饭后安排活动或者
休息，
并收取一定的费用。某年暑假，
周女士收取小宇
（7岁）的母亲陈女士2300元，
为小宇提供上述服务。一
天中午，
小宇饭后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在楼下玩耍时不
小心摔伤，
当日入院治疗，
诊断为左肱骨踝骨折。
小宇的父母将周女士诉至法院，要求索赔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
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费用。法院受理后，
认为周女士作为小宇的临时监护人，负有保护小宇人

北京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
法官助理
杨洁

身、
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责任与义务，
小宇在无人看
护的情况下玩耍期间受伤，周女士未对小宇尽到充分
的保护义务，应当承担 90%的赔偿责任。小宇的监护
人没有审核“托管所”的资质，在选任托管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过错，
应当承担 10%的责任。
法官释法 出事家长也要担责
杨洁解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受到
侵害时有权获得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
十七条规定：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监护人
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此案中,
小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小宇的监护人陈女士委托
周女士负责小宇的午饭、
活动和休息，
故小宇的监护人
陈女士和周女士之间形成了委托监护关系。
通过这种委托关系,小宇的监护人陈女士将本应
由其承担的部分监护责任在一定的时段转移给了周女
士。周女士作为小宇的临时监护人,便负有保护小宇
人身安全的义务，小宇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玩耍期间
受伤，
说明周女士没有尽到充分的保护义务,故应该承
担相应的责任。小宇的监护人陈女士没有审核“托管
所”
的资质，
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法官提示 擦亮眼选择正规机构
鉴于当前各教育机构鱼龙混杂，不少托管班缺乏
营业资质，
还有些
“托管班”
设置在居民区，
场所狭小简
陋，消防设施缺乏，托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一

案例五
交通出行受伤害
2016 年 7 月某日晚上 9 时，16 岁的小 G 由西向东
横过马路，适逢王某驾驶小轿车由北向南行驶，小轿
车将小 G 撞出，
小 G 又撞上另一辆逆向行驶的小客车，
小客车驾驶人逃逸。事发当夜，小 G 被送至医院治
疗，
经诊断为急性重型颅脑损伤，
全身多处骨折，
经鉴
定构成六级伤残。经交管部门认定，
王某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
小 G 承担次要责任，
逃逸司机承担次要责任。
后小 G 及其法定代理人将王某及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
要求判令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 200 余万元。
一审经审理，判决王某承担 70%的责任，判决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在商业三者险限额
内按照责任比例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王某赔偿后，
王某不服，
上诉至二中院。
法院说法
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交管部门的认定，王某
驾驶灯光不合格的机动车超速行驶未确保安全，
是事
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负事故主要责任；小 G 横过道路
未走人行横道是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
负事故次要
责任；小客车驾驶人事故后逃逸，负事故次要责任。
一审确定王某承担 70%的责任比例合理，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北京二中院法官提示，家长应切实履行监护职
责，防止意外伤害发生。暑假期间，广大家长应时刻
绷紧安全弦，
充分履行监护职责，
关注孩子日常举动，
教育孩子遵守法律法规，提示孩子注意安全风险，特
别应避免将低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让其独自出行、
活动。此外，家长还应以身作则，在孩子面前做好遵
纪守法表率，
为孩子树立榜样。一旦发生未成年人伤
害事故，
家长应注意留存录音、
录像等相关证据，
便于
事后纠纷解决。
学校应加强暑期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家长安全
防范意识。暑假开始前，学校应创新方式方法，有针
对性地通过案例教学、
情景模拟等融参与性、
趣味性、
知识性于一体的方式加强对广大未成年人的安全教
育，切实让学生们将“安全第一”牢记心间。同时，指
导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监护和教育好子女，为孩
子起好暑期安全保护伞、
防火墙作用。
公共场所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消
除安全隐患。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
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故公园、游乐场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应当充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为
未成年人提供安全活动场所及设施、
设备。未成年人
高度聚集场所及重点水域管理者，
应当根据未成年人
特点配置相应设备设施，设立警示标志，安装防护装
置，增加检查频率，加强人员巡视，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
避免暑期未成年人野泳及其他安全事故发生。
未成年人应常怀戒惧之心，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未成年人在暑期活动时应牢记安全第一，遵循父母、
老师和成人的教导，增强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
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能力，远离野泳，嬉戏有度，安全
出行，
防止自身遭受伤害的同时，
避免伤害他人。
文/本报记者 叶婉

些托管班由 1-2 名老师负责数十名孩子的照护和看
管，
很难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杨洁特别提醒家长，托管班并不是简单地照看孩
子，
一定要选择管理严格、
有相关资质的机构。

案例三
暑期交了钱课程却突然停止
北京的王女士为孩子在某培训机构购买了暑期培训
课程，
但该机构提供了部分课时培训之后，
因为经营不善
无法继续提供培训，
王女士就将培训机构诉至法院，
要求
解除双方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
并退还剩余的课时费2
万元。法院经审理，
支持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释法 可以诉讼索要剩余款项
杨洁介绍，该案中的王女士为孩子预付了培训
费，即在全部课程结束前就把所有的费用都缴纳完
毕。当前很多教育培训或托管机构都在推荐家长们进
行这种预付式消费，优惠力度大是家长们选择支付大
额预付费的原因之一，
然而一旦机构倒闭，
预付费的家
长只会吃更大的亏。
在此类案件中，
法律事实比较简单，
可以通过诉讼
解决。在预付式消费中，往往是因为机构自身的原因
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家长或者孩子作为无过错方，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并退还剩余未消费的款项。
法官提示 机构可购商业保险抵御风险
杨洁指出，实践中即使是正规的托管或培训机
构，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无法继续经营的问题。
此时，
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家长们一方面要注意
证据的提供，如教育培训合同、支付费用的凭证、已完
成和未完成的课时情况等，
另一方面要注意诉讼主体，
如果合同签订主体是孩子，则诉讼的主体亦应当是孩
子，
家长可以作为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提起诉讼。
杨洁建议托管所或者培训机构，可以向相关部门
缴纳一定的保证金，
或者购买商业保险，
一旦出现资金
链断裂的现象，可以使用事先交付的保证金或者通过
保险公司对预付费的消费者进行赔偿。
文/本报记者 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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