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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负有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安全、财产及其他合法权
益的监护职责，为他们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但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父母监护缺失或不力而导致的未成年人
人身意外伤害甚至死亡的事件屡有发生，特别是在每年的暑
假时节，更容易发生未成年人受伤害的事件。作为孩子的监
护人，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应知道，监护的责任沉重且神圣，
它不仅仅是指简单的陪伴和看管，还意味着教育和保护。近
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公布了几个因父母监护不力引发的儿童
人身伤害案，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应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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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围观电鱼，掉
入河中溺亡
10 岁的小彭跟随父母在余姚
居住，平时父母忙着上班没空看
管小彭，他有空时就跟附近的同
龄小伙伴一起玩耍。
去年 10 月 7 日，小彭约上几
个小伙伴在周围玩耍，发现河道
边俞某正在电鱼，满怀好奇心的
小 彭 和 小 朋 友 们 跟 随 在俞某身
后，沿河跟随观看。突然扑通一
声，一个身影掉入河中，河道边上
的人们一阵慌乱，救起后发现原来
是小彭。小彭在送往医院救治后还
是离开了人世，死亡原因是溺亡。
小彭的意外离世，让其父母
感到非常伤心。同时，他们认
为，小彭当天是与其他小朋友一
起沿河道跟随观看电鱼时，相互
追逐吵闹，不慎被挤入河道里
的。而俞某用电网捕鱼属于违法
行为，正是因为俞某电鱼才导致
小彭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看热
闹，最终发生溺水身亡的惨剧。
于是，两人把与他们儿子一起玩
耍的小朋友父母及电鱼的俞某告
上了法院，要求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小彭和其他
小朋友一起玩耍，在观看被告俞
某电鱼时不慎溺水死亡，给两原
告造成财产及精神上的损失，但
一起玩耍的四个小朋友中，小彭
年龄居长，没有证据证明其他小
朋友将小彭挤入河里。被告俞某

电鱼的行为，虽系违反规定，但
和小彭死亡并无直接的关联性，
并未直接造成小彭的死亡。小彭
的父母也就是原告作为监护人，明
知生活区域附近有河流，理应对孩
子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却因监护、
教育不力，导致小彭无视危险站在
水边的石头上不慎落水溺亡，应承
担对此起事故的责任。法院最终驳
回了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说法】

不忘对未成年人的
日常安全教育
溺水已成为儿童死亡的第一
大杀手。远离河道、注意安全的
宣传教育一直都在进行，但儿童
溺水的不幸事件总是不断发生。
儿童溺水的直接原因多种多
样，但责任显然不在缺乏自我保
护意识和自救能力的儿童身上，
而在于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
本案中，小彭的父母明知生
活区域内有河流，理应对小彭做
好安全预防工作，警告他远离河
流、小心玩水，但是却因监护、
教育不力，导致其儿子无视危险
站在水边石头上不慎落水。家长
在日常生活中要肩负起监护人的
职责，不仅要看护好未成年人，
同时也要做好未成年人的日常安
全教育。

游乐场内玩耍，导
致手臂骨折
去年 7 月的一天，欣欣和母

亲一起去游泳馆游泳后，又来到
游泳馆的室内游乐场玩耍，里面
有滑滑梯、跷跷板等儿童游乐设
施。游玩结束回家时，欣欣的母
亲发现其一反往常，一直哭闹，
追问之下才知道欣欣在游乐场玩
滑梯时，被其他孩子压伤了手。
后经医院检查，确诊为手臂骨
折。经过多次治疗，欣欣的伤势
最后被鉴定为伤残十级。
欣欣母亲认为，孩子受伤与
游泳馆未做好对相关设施的安全
管理工作有关，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被告游泳馆认为，游泳馆内
的儿童游乐场所是免费的，并非
营利性场所，且出事的滑梯和地
坪软垫均符合国家标准，属于正
规产品。作为被告，自己对该免
费设施已经尽到了相应的管理责
任，除了提供安全可靠的游玩设
施，还在地面上铺了软垫，另有
专人负责场地的管理，并贴了安
全告示、注意事项等。儿童在免
费游玩时，必须由监护人负责全
程监护，免费场所的市场惯例就
应由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
余姚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
中欣欣和其母亲去被告处游泳，
在游泳馆提供的免费游乐场内玩
耍时，由于第三人的侵权导致其
受伤。而游泳馆作为经营者，其
经营的项目系向不特定的人员提
供、开放的，其负有相应的安全
保障义务。虽然游泳馆已经提供
证据证明其已尽了安全提示义
务，但在儿童乐园中玩耍的都是
未成年人，理应有相应的工作人
员在场引导，维护秩序，但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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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不能证明其已经在儿童乐园处
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引
导，法院最终认定游泳馆对本次
事故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鉴于
本案系第三者侵权，同时事发时
欣欣才 6 周岁，其父母也应当承
担起相应的监护职责。法院最终
判 决 游 泳 馆 承 担 20% 的 赔 偿 责
任，总计 2.4 万元。

【说法】

让孩子玩得开心又安全
根 据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
相关规定，游乐场负有安全保障
义务，其面向广大儿童提供游乐
服务，对游乐设施的安全性、游
玩秩序的管理、工作人员的责任
心都应有较高要求。其次，父母
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也
有义务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
全。本案中，法院认为游泳馆有
一定责任，但是家长应承担孩子
受伤的主要责任。
现在，商场等一些公共场所
都开设有儿童游乐场，深受小朋
友喜爱。尽管这些公共场所的所
有人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由于
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较弱，且
公共场所无法掌控的因素较多，
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意外事故的
发生，此时，作为监护人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因监护人一
时疏忽导致未成年人在公共场所
受伤甚至不幸死亡的事件时有发
生。为此，法官建议，未成年人
在进入这些游乐场所时，监护人
应当首先判断游玩内容是否适合
自己小孩年龄和身体状况，尤其
是有特殊状况的小孩，比如像本
案的欣欣年仅 6 岁，在这类游乐
场所玩耍时家长应格外注意，家
长必须全程陪护，提醒小孩注意
游玩秩序，绝对不能放任小孩独
自玩耍。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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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亡、车祸、被骗……对于
父母亲来说，没有比孩子的平安
更重要的事情了。一起又一起令
人心痛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了
安全警钟。
未成年人往往缺乏自我保护
能力，无法判断隐患和危险的存
在，这也是法律之所以特别强调
保护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对于
每一位父母来说，监护责任沉重
且神圣，它绝非只是简单地照看
孩子，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眼
下，父母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工
作要做，那就是，引导孩子安全
过好暑假。

庄豪

为孩子们上好公共安全教育课
法眼观潮

朱泽军

又到了盛夏，中小学生们
也暂时告别校园生活，迎来长
达两个月的暑假。如今，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特
别是对孩子素质教育的高度重
视，许多家长会在这一时期，
带着孩子外出旅游、走亲访
友，或参加游泳、健身、棋琴
书画学习等活动，这就涉及一
个公共安全重大话题。
每年暑期，都会发生涉及
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意外伤害事
件，如遭遇道路交通事故、游

泳溺水、无人监管被骗拐、从
高楼摔落等等，尚未盛开的花
朵，瞬间凋零，触目惊心，令
人心痛。未成年学生于假期发
生意外伤害事件，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相当一部分源于家长
和孩子缺少公共安全意识。它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从幼儿
园、小学开始，在对未成年孩
子公共全安教育方面都严重不
足。长期以来，各级学校对学
生的安全教育，多停留在口头
或纸面上，鲜有形成较为科学
持续的教育体系。常常是事件
发生，舆论媒体关注，社会强

烈反响后，才想起安全大检
查、大排摸、大教育、大整
顿、大落实。一番轰轰烈烈之
后，又多恢复到原来状态。事
实上，上至国务院教育主管部
门，下到基层人民政府，针对
学校和未成年学生的安全教育
事宜，屡屡发文，要求加强和
重视学校安全教育。这些文
件、规定、要求都非常具体和
明确，不乏针对性，但现实
是，一些学校虽也开设相应的
安全教育课程，但主要停留在
口头上，或成抽象的口号。
避免未成年学生在假期发

生人身意外等事件，作为未成
年孩子法定监护人的家长自是
责任重大，各级学校也应切实
履行起应有的教育职责，加强
对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的灌
输，改变口头“说教式”的安
全教育观，尽可能代之以实际
演练为主的“操练式”的安全教
育观，力使公共安全教育从小抓
起，从现实抓起，让每一个未成
年孩子都能够基本掌握应对安全
事故的技能，都养成善于正确应
对安全事件的必要本领。显然，
这对于孩子们的安全和诸多家庭
的幸福，益善多多。

摄

老赖探望病母被抓
法院执行有法有情
余姚的老韩办了一家企业，由
于经营所需，向多年朋友老戚先后
五次借款总计 40 万元，之后企业倒
闭，老韩身无分文。面对对方催
债，老韩无颜以对，选择逃避。
去年，老戚向法院起诉，法院
依法判决老韩归还借款 40 万元并支
付利息。此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经过调查核实，老韩处于失联状
态，其名下无可执行财产，法院对
老韩实施了布控。
近日，在宁波躲藏的老韩获悉
老母脑溢血卧病不起。作为惟一的
儿子，老韩想赶到余姚看望，但没
想到，他刚进高铁站就触动了法院
的布控系统，人还没坐上车，就被
高铁站的民警控制住了。
余姚法院的执行法官在带老韩
回余姚途中问他，将如何归还 40 万
元欠款，老韩称即使面临司法拘留
也无所谓。法官问他为何手捧一束
鲜花时，老韩的眼眶突然红了，将
母亲患病之事告诉了法官。
让老韩意外的是，警车没有开
往法院，而是在医院门口停了下

来。“老韩，执行款我们先放一边，
母亲病重作为儿子是应该去看看。”
在法官的陪同下，老韩在医院见到
了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由于生病的
原因，老母亲已经无法说话，面对
长久不见的儿子，老人抖着手在纸
上写下了对儿子的思念。这一幕，
让在场的所有人感慨万千。
探望结束后，老韩与法官来到
了法院。此时，老戚已在法院等
候。两位昔日好友在此重 聚 多 了 几
分尴尬，双方都沉默了。法官
说 ：“ 老 韩 ， 你 们 虽 是 多 年 好 友 ，
但 40 万 元 对 老 戚 一 家 来 说 也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数 目 ， 你 这 样 一 分 不还
就失踪，对不起朋友呀！”法官的话
让老韩羞愧难当，想起自己困难时
老戚热情相帮，再想起在医院的老
母，老韩改变了态度，当即提出先
支付一部分欠款，剩余部分按月支
付。
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最终达
成了调解协议，老韩支付 8000 元现
金，今后每月归还 3000 元。
（陈文铮）

冒充原告打官司
计谋识破被罚款
今年 6 月中旬，宁海法院依法
受理了以林某甲、林某乙为原告，
分别起诉王某的两起民间借贷案。
本以为这是事实清楚的简单案件，
实际上却“暗藏玄机”。法官在审阅
案卷时发现，两起案件的两原告留
的电话为同一个号码，更为重要的
是，两案的几个关键性证据除了出
借人不同之外，其余竟完全一样。
法官当即联系了原告，并通知电话
那头自称为林某甲的当事人到庭接
受询问。
几天后，林某甲按约来到法
院，在法官向其核对身份时，对方
称身份证忘带了，但坚称自己就是
林某甲，最后更以林某甲的名义，
在询问笔录上签了字。
鉴于该案的特殊性，为进一步
了解案件情况，法官要求林某甲提
供林某乙的联系方式。电话打通
后，法官大吃一惊，因为对方也自
称是林某甲，但他称自己从未借钱
给王某，持有那张借条的是他的兄
弟林某乙，而林某乙现在外地打
工，他会让自己的亲友到法院来说
明情况。
更加奇怪的一幕发生了。第二
天下午，两原告的亲戚、朋友赶到
法院，但法官发现，那个前一天曾
到法庭的林某甲也在其中，经过身
份核实，确认其并非林某甲，而是

葛某。同时，原告的亲戚向法官出
具了借条原件，证实了借条原件的
实际持有人为林某乙，与林某甲没
有任何关系。
在法官的严厉质问下，葛某交
代了实情。原来，葛某急需钱用，
恰好林某乙此时让其帮忙准备起诉
材料，并将借条的照片发给了他。
葛某发现借条上并未写明出借人，
便心生贪念，想从中“搞”点钱花
花。葛某将借条照片打印出来后，
在借条空白处分别签上了林某甲和
林某乙的名字，并以两个不同的案
子起诉到法院。
在了解到事情真相后，法官对
葛某的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鉴于
葛某认错态度较好，且积极出具悔
过书，宁海县人民法院依法从轻对
其处罚，罚款 3000 元，葛某当场缴
纳了罚款。
办案法官表示，民间借贷案的
债权人，如向法院起诉，应在诉状
上如实记载借款的实际金额、还款
等情况，提交的借条等凭证应保持
原始状态，不能随意添加出借人、
利息等字迹或进行其他的涂改、裁
剪。而借款人应尽量在借款凭证中
写明当事人双方的名字、借款金
额、利息等重要信息，同时保留还
款的相关凭证等，避免不必要的
纠纷。
（郑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