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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发病终丧命，客运公司担责否？
乘坐大巴车出去打工，本是一件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60岁的程
先生却在高速路出口附近的小诊所失去了生命，家属悲痛万分，认为是
大巴汽车司机的责任，起诉至法院要求其所在的客运公司承担责任。
■朱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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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山里出来

生活平静而美好

程先生出生于贵州省的一个小
村庄， 和妻子王某育有两女一子，后
来大女儿嫁到了淮安，程先生也在浙

过完年回浙江

打算先到淮安的大女儿家过春节，节
后再去浙江的工厂打工，但他却没有
想到，这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身体不舒服，要求买药，快给他找辆
车！ ”这时，坐在前排的乘客孙某站起
来回头看了看，发现了正站在汽车过
道脸色苍白呼吸急促的程先生：
“
呀！
这人是发病了哇，赶紧叫车！ ”驾驶员
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叫来一辆电动三
轮车， 并和乘客孙某将程先生架上
车， 三轮车司机见程先生状态不好，
建议驾驶员拨打120急救电话， 但是
驾驶员认为不需要，仅要求三轮车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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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等亲不在才子欲养

命丧高速出口

程先生在春节后打算继续回到
浙江温岭的工厂上班。 2017年2月1日
上午，程先生告别女儿坐上了某汽车
客运公司的客车。 中午十一点，大客
车在高速出口旁的停车服务区等待
客人，程先生在车中等待的过程中忽
然觉得呼吸困难， 开始大口喘气，并
且用随身携带的小药瓶自救，但是似
乎并无好转。 周围的一名女乘客见状
立即跑到最前排对驾驶员说：“有人

家人悲痛万分

江找了一份工作贴补家用，一大家子
虽然并不富裕，但是小日子过得平平
稳稳还算幸福。 2016年年底，程先生

机留下联系电话并让其送往最近的
医院救治。 三轮车司机将程先生送到
最近的诊所后， 经值班医生诊断，程
先生已经当场身亡， 司机立即拨打
110报警。 原来，程先生生前患有类似
支气管炎的疾病，平时总是随身带着
药，但是案发当日，程先生发病的时
候带的药刚好用完了，程先生想去附
近的医院买药，但是还没有撑到医院
就不幸去世了。

客运公司成被告

程先生的大女儿悲痛万分，除
了料理父亲的后事， 她还要百般安
抚从贵州赶来的亲人们的情绪，他
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何好端端的一
个人坐个大巴车就去世了。 他们一
致认为就是因为汽车没有按时发
车， 在高速公路出口滞留了两个多
小时， 才导致程先生长时间坐车身
体不适。 且在程先生表示不舒服的
时候，司机仅仅是喊来三轮车，没有
采取任何紧急救助的措施， 也未立
即发车将其送往医院，更未拨打120
急救电话， 而是仅仅将已无法行走
的程先生交由路边的三轮车， 让其
送往附近医院后便再无作为， 完全
没有尽到救助义务， 最终导致程先
生因为抢救不及时死亡。 但汽车客
运公司称， 程先生的死亡是因为其
自身的健康原因导致的， 其公司在

运输过程中并无任何责任， 已经尽
到合理救助义务， 故不应该赔偿程
先生的损失。 于是程先生的妻子和
子女将该客运公司起诉至法院，要
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程先生购票
乘坐汽车公司的长途客车， 双方已
经形成客运服务合同关系， 在运输
过程中， 承运人对旅客的人身安全
负有保护注意义务， 对身患疾病的
旅客负有尽力救助的义务。 根据派
出所询问笔录， 能够证实程先生发
病至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的时间大
约在12时50分至13时20分之间，及
程先生发病后在客车上停留了大约
30分钟，在此期间，被告客车上的驾
驶员并未询问程先生的病情， 也未
及时拨打120呼叫救护车，仅仅是叫
来电动三轮车， 让三轮车司机独自

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对程先生尽早
获得救治不利， 没有尽到合理的救
助义务。 但同时也考虑到程先生自
身患有疾病是主要原因， 汽车客运
公司作为承运人没有履行合理救助
义务是次要原因，因此，汽车客运公
司承担该事故的部分责任。
法官提醒， 大家在日常乘坐客
车、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
注意保留好自己的车票， 长途旅行
时尽量购买车险， 以便发生意外时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同时，如在乘
车的过程中有不适， 应当及时向周
围的乘客、司机求救，不可独自承受
默默忍耐，同样，乘务人员或者司机
发现乘客不适， 应当及时将乘客送
往附近医院，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
话，不可耽误宝贵的救助时机。

女儿月薪近万仍啃老
父母支付15万元让她尽快搬走
每月收入不低， 却偏偏吃住都
赖着年迈的父母，父母忍无可忍，连
同儿子的一纸诉状递到法院， 将亲
生女儿请出家门。 昨天，记者从妇联
维权咨询服务中心了解到，这桩“亲
情大战”最终以“买断”收场：父母向
女儿支付15万元，女儿要尽快搬走。
上个月， 妇联维权工作人员接
待了前来咨询的夏华（化名）及他的
父母。 夏华说，姐姐夏兰（化名）今年
已经40多岁，一直未婚，十几年来都
共同居住在他名下的一套房子里。
“姐姐自己每月工资近万元，经常在
国内外旅行，却不出生活费，吃住都

是父母出钱。 ”
对父母和弟弟的指责， 夏兰也
觉得委屈。 她说，父母有很重的重男
轻女思想，十几年前，他们为弟弟购
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多年
来，一家人住在一起，她也为家里做
过贡献。 后来弟弟结婚后独住，她和
父母的矛盾越来越多， 心里也越来
越觉得不平衡，“有钱也不想再给父
母， 他们对我不公平， 我也需要补
偿。 ”
面对女儿的举动， 夏兰的父母
希望她能搬走， 但屡次要求都被夏
兰拒绝了。 上个月，夏华以户主的身

份，和父母一起到法院起诉，要求姐
姐立刻搬离自己的房子。 经过调解，
最终， 夏兰的父母同意给女儿15万
元，而她也要在两个月内搬家。
妇联维权咨询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认为， 父母对自己所有的财产有
自主分配的权利，子女不能干涉，父
母也没有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的义务， 夏兰的要求其实并不能得
到法律的支持。 现在用钱“买断”了
亲情，作为子女能否尊重父母，父母
对子女是不是能尽量保证公平，是
双方都需要反思的问题。
■陈玲 华臻

“
鲁法官，我是施广洋，村里有个赡养纠纷，请你给
予指导。 ”8月21日早上， 施汤村支部书记向洪泽法院
“
无讼村居”创建办公室打来求助电话。
在电话中简要了解纠纷情况后， 挂钩该村的法官
鲁海军很是忧心。 当日下午2点45分，在洪泽法院党组
成员、纪检组长郭学龙的带领下，挂钩法官一行三人来
到施汤村村部。 施广洋详细介绍了纠纷发生缘由及村
里、司法所等相关部门组织的调解工作遇到的问题。
得知诉求人张老汉已于一日前在区医院住院，鲁
法官一行又马上赶到医院看望老人， 并听取老人的意
见和要求。 原来，自张老汉老伴去世后，他一直一个人
生活。 2016年年底，张老汉经常咳嗽不止，肺部感到不
适， 在女儿女婿的催促下老人被带到南京的医院进行
检查。 老人得知自己得了大病，不愿在医院久待，就想
拿着自己的养老钱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 张老汉潸然
泪下， 拉着鲁法官的手说，“我这个病体不知还能拖多
久，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享受一
家人的天伦之乐。 ”
8月22日早上，张老汉的女儿女婿来到法院，在法
官的耐心询问下，女儿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不满。在
女儿看来，赡养老人他们并不是冲着钱，而不接受老人
拿出的养老钱，张老汉对他们发脾气，这种方式让他们
难以接受；女婿也提出了，前几年夫妻俩创业辛苦，老
人当年并没有全力支持； 加之此前老人将其口粮田及
部分积蓄交给其兄弟打理； 夫妻俩对老人的上述做法
不满，且感觉老人并不信任他们。现在乍一听到老人生
大病并且以后要赡养老人，心里并不乐意。一个要让女
儿养，一个又不乐意养，虽经过村委会、镇司法所多次
调处，但因双方固执己见，一谈话就吵架，无法进行有
效对话而未果。 这场“官司” 就闹到了挂钩法官面
前。
在综合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他们认为，这件事情
老人与女儿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感情缺乏经营，才导致
了今天的这个局面。老人病床前，鲁法官诚恳地将双方
叫到一起，首先引导双方进行耐心、有效沟通，澄清当
年的误会；接着从法理、情理入手，指出赡养老人是子
女应尽的法律义务，每个子女义不容辞；最后语重心长
地告诫他们，珍惜亲情，不要等到“亲不在”才“子欲
养”，一生在悔恨中度过，而徒留遗憾。
■蔡晓霞 韦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