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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变道引起两车剐
蹭，事发后一方车主猝死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今
年 6月 22 日。当天晚上 6时
许，郑州市民李燕燕（化名）下
班后开车回家，同车搭载了两
名同事，行驶至郑州市龙湖中
环路与九如路交叉口时遇上
红灯。在等红灯时，李燕燕看
到右侧车道上的车少，遂在没
有确认后方车辆的情况下打
了方向盘，结果与后方正常驶
来的一辆轿车发生了剐蹭。

“很轻微的一个剐蹭。”李
燕燕说着从手机里翻出了当
时拍下的照片，照片里，李燕
燕车子的右前侧和对方车子
的左后轮附近，都留下了一些
剐痕。

“蹭上之后，对方下车看
了看，直接说你报警吧。”李燕
燕说，对方车主是一名40多
岁的中年男子，除此之外双方
没有其他交流，她后来拨打了
报警电话，民警很快就到了现
场。

在郑州交警六大队民警
填写的现场勘查笔录上显示，
事故发生时间为18时05分，
民警在18时11分接到报警，
18时30分开始勘验现场，笔
录中还记录了“当事人现场有
抽搐现象”。

“整个过程中，我们没有
和对方发生争吵，更没有肢体
接触，我和他总共也就说过一
两句话，对方也没有任何异
常。”李燕燕说，她无意中拍下
的一张照片显示，事发后对方
还下车站在路边抽了支烟，看
不出有任何异常。在民警赶来
处理的过程中，她的同事注意

到对方一直在擦汗，还询问他
是否有低血糖，对方嗯了一
声，之后她的同事还主动去旁
边的一个售楼部，拿来一块糖
给对方。

民警现场出具了事故认
定书，李燕燕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李燕燕说，一开始她并不
认可，和民警进行了理论，之
后她联系了保险公司，保险公
司表示可以全部理赔，于是她
就向民警表示愿负全责。随后
她和民警一起去跟对方协商，
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对方后
仰在驾驶座上，面色发紫，便
和民警一起将他抬出车外，民
警拨打了 120，急救车赶到
后，李燕燕跟随民警前往交警
六大队。

当天晚上11点多，李燕
燕从民警口中得知，对方车主
抢救无效死亡。此后一段时
间，她父亲接到过对方家属打
来的电话，对方要求她支付5
万元的丧葬费，李燕燕的父亲
没有答应，并表示希望走法律
程序。

起诉：死者家属称肇事者
“连点安慰都没有”

6月22日晚上6时17分，
常玲（化名）接到了爱人打来
的电话，电话中爱人说他发生
了交通事故，还感觉到身体不
舒服。因为自己距离事发地较
远，常玲通知了自己的哥哥去
现场。常玲没想到，这个电话
是她最后一次听到丈夫的声
音。

常玲的哥哥来到现场时，
看到妹夫已经躺在了地上，急
救人员正在进行抢救。“现场

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但是
我们不愿放弃，就让拉到医院
继续抢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急救人
员到达现场时，患者代主诉为

“10分钟前出现心前区不适，
继而出现倒地，呼之不应”，并
注明患者有“冠心病，心肌梗
塞病史”。

常玲接到电话后直接去
了医院，此时爱人已被宣告死
亡。她坚持让医院再抢救一
下，但最终也没有她期待的奇
迹发生。

出于尊重死者的考虑，常
玲不同意给爱人尸检。郑州市
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对死
者进行了尸表检验，结论是没
有明显损伤，结合死者脑部既
往有病变，且存在冠心病、心
肌梗塞病史，认为死者猝死可
能性大，考虑情绪激动为诱
因。

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常
玲称她和爱人结婚11年了，
并未发现爱人有什么病。对
此，常玲解释说，爱人经常在
外面跑业务，平时很少在家，
她对于爱人的病史确实没有
足够的了解。

那么，事发当天现场都发
生了什么呢？常玲的哥哥称，
自己没有目睹现场的情况，但
他认为妹夫出现情绪激动一
定是有原因的。“咱经常开车
的都知道，磕磕碰碰是避免不
了的，现在都有保险，轻微的
剐蹭都不会（过于激动），如果
双方没有发生争执的话，肯定
不至于这样。”

意外的发生，对常玲一家
的打击非常大。常玲说，她爱

人是家中独子，上有一个66
岁一身是病的老母亲，下面有
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6
岁，都在上学，而自己也没有
固定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都要
靠丈夫支撑，丈夫突然过世，
让全家都陷入绝望。

“出事儿之后，对方连一
个电话都没有。”常玲说，事情
发生了，而且这边是人没了，
但对方连一点安慰都没有。因
为自家条件太差，她通过交
警希望对方先支付5万元的
丧葬费，让爱人入土为安，但
也遭对方拒绝。

此后，常玲委托律师向高
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李燕燕和她投保的保险公司
赔偿自己一家各项费用共
105万多元。

判决：肇事车主及保险公
司承担百万赔偿

在常玲具呈的起诉状中，
列出的理由是：因为李××
（编者隐去姓名，下同）驾驶机
动车变更车道，造成交通事故
致使王××（死者，编者隐去
姓名，下同）当场死亡。交警部
门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李××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王××无
事故责任。在事故发生后，原、
被告双方对本起交通事故造
成的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意
见，原告为维护合法权益，特
诉至法院，请求予以公断。

2018年11月20日，郑州
高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
一审判决，以下为判决书的原
文摘录：

本院认为：被侵权人有权
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原
告 的 损 失 为 死 亡 赔 偿 金
591157.2元，被扶养人生活费
271911.78元、丧葬费25012.5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50000
元、处理丧葬事宜费用5000
元 ，总 计 943081.48 元 。被
告××保险公司（编者隐去名
称，下同） 应在交强险死亡
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
110000元，扣除该费用，原
告剩余损失为833081.48元，
因被告李××在此次事故中
负全部责任，受害人王××不
负事故责任，由被告××保险
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
额内赔偿原告200000元，扣
除该费用，剩余 633081.48
元，由被告李××承担。综
上 ，被 告 李 ×× 赔 偿 原 告
633081.48元，被告××保险
公司赔偿原告310000元。

热议：是侵权死亡，还是
意外事件？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常
玲表示可以接受。她希望能尽
快拿到赔偿金，好重新支撑起
这个家。

李燕燕对于一审的结果

并不认可。她说，自己接到判
决结果后非常吃惊，“虽然我
和他发生了剐蹭，但连撞击都
没有，绝不会导致人死亡”。对
方还在事故发生现场抽烟、走
动，从车里出来，又回到驾驶
室。她认为，对方的死亡不应
由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对方
有心梗的疾病，还有抽烟的习
惯，这些情况在一审判决书中
都没有考虑。

李燕燕的代理律师，北京
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李婷认为，法院是依据侵
权责任法进行的判决，按照侵
权责任法的原则，要判定承
担侵权责任，需要具备侵权
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
三个要素。但在判决书中，却
没有明确因果关系的部分。
李婷认为，要确定对方车主
的死亡原因，必须进行尸检，
但对方拒绝了尸检，导致本
案的因果关系处于无法证明
的状态。按照民事诉讼“谁主
张谁举证”的原则，对方应当
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即对方车主并非因本案交通
事故死亡。

“如果对方是因交通事故
造成的死亡，那么警方肯定要
以交通肇事罪来立案，但公安
部门已经明确此事不符合立
案条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
明对方的死不是交通事故造
成的。”李婷说。

被告保险公司一方的代
理律师、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李喜涛也表示无法认
可一审判决结果。李喜涛认
为，在这起案件中，对方车主
的死亡，应该是一起典型的意
外事件，而法院的判决是嫁接
了事故发生和典型意外事件
的联系，从法律逻辑上来说，
这样的归责方式不符合起码
的裁判逻辑。

此外，李喜涛还称，一审
判决忽略了对死亡车主存在
病史情况的考虑。因为从事故
发生到对方车主死亡，中间间
隔了一个小时，其间交警已到
现场，双方也已经达成了调解
协议，对方车主的死亡与事故
本身没有因果关系，而保险的
赔偿范围是“因交通事故造成
的直接损失”。

对于被告一方提出的质
疑，常玲坚定认为爱人的猝死

“肯定和对方有关系”，对方肯
定和她爱人争吵了。她说，处
理事故的交警曾经告诉过她，

“交警判了对方全责，对方不
愿意，不让车走，一直在争吵，
然后我爱人就发病了”。

12月13日下午，记者又
联系了常玲的两位代理律师，
对于本案，两人均表示不便接
受采访。

目前，李燕燕以及其投保
的保险公司均向法院提起了
上诉，常玲也表示，相信法院
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两车轻微剐蹭，有“心梗病史”的车主猝死

肇事车主一审判赔近百万引热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丁丰林 文 受访人供图

下班路上，两辆轿车发生轻微剐蹭，民警赶到后，判定一方车主负事故全
责。而就在民警处理事故的过程中，有“冠心病、心肌梗塞病史”的被剐蹭一方
的车主猝死，其家属将肇事车主诉至法庭。

今年11月20日，郑州高新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肇事车主及其投保的
保险公司共需承担赔偿近百万元。对原告方而言，一审判决所给予的慰藉，远
远无法弥补家庭破碎带来的痛苦。而被告方也表示，在情理上，他们非常同情
原告方的遭遇，但在法理上，他们不服一审判决，已提出上诉。

两车发生剐蹭时的现场 被剐蹭的车主曾下车在路边抽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