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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村为3A级国家级
旅游景区，每年要接待不少
游客。红山村民委员会为
了美化景观，在村里的情人
堤 河 道 旁 种 了 不 少 杨 梅
树。虽然村里没有向村民
或游客提供免费采摘杨梅
的活动，但每年杨梅成熟之
际，都有大量游客攀爬杨梅
树，采摘杨梅。

吴某是红山村村民，年
近六十的他平时酿制杨梅
酒用于出售。每年村里的
杨梅成熟时，吴某都要去摘
杨梅泡酒。2017 年 5 月 19
日，吴某爬树采摘杨梅时，
不小心摔了下来。他受伤
后，村委会主任李某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但救护车迟
迟未到。红山村委原本有
医务室，恰巧当时医务人员
不在岗。后吴某被送至广
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
因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

吴某的亲属以村委会
未采取安全风险防范措施、
未及时救助为由，将村委会
诉至花都区人民法院，要求
红山村委赔偿各项损失共
计60余万元。

吴某的儿女们认为，吴
某系因树枝断裂跌落，杨梅
树嫁接处较低，极易攀爬，
每年杨梅成熟之际，都有大
量观景人员攀爬杨梅树、采
摘树上的杨梅，甚至进行哄
抢。村委会对此却置若罔
闻，从未采取任何安全疏导
或管理等安全风险防范措
施，在本案事故发生后，也
未采取及时和必要的救助
措施，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
规定，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
责任。

一审、二审认为吴某与
村委会均有过错，酌定村委
会承担 5%的赔偿责任，判
令向吴某的亲属赔偿4.5万
余元。广州市中院经审查，
依法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法院再审认为，村委会
作为该村景区的管理人，虽
负有保障游客免遭损害的
义务，但义务的确定应限于
景区管理人的管理和控制
能力范围之内。村委会并
未向村民或游客提供免费
采摘杨梅的活动，杨梅树本
身并无安全隐患，不能要求
村委会对景区内所有树木
加以围蔽、设置警示标志。
吴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充分
预见攀爬杨梅树采摘杨梅
的危险性。该村村规民约
明文规定，村民要自觉维护
村集体的各项财产利益，包
括公共设施和绿化树木等，
吴某私自上树采摘杨梅的
行为，违反了村规民约，损
害了集体利益，导致了损害
后果的发生。吴某跌落受
伤后，村委会主任及时拨打
了急救电话，另有村民在救
护车抵达前已将吴某送往
医院救治，村委会不存在过
错。

法院认为，吴某因私自
爬树采摘杨梅跌落坠亡，后
果令人痛惜，但行为有违村
规民约和公序良俗，且村委
会并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
法律错误，处理结果不当，
应予以撤销。再审驳回吴
某近亲属要求村委会承担
赔偿责任的请求。

响应号召当起驻村书记

牛横岭三面环山，因村
后的牛家山远望像条横卧的
黄牛而得名。山脚下的农
村，庄稼靠天收。村里有273
户人家，一半贫困户。35岁
的田昕给村庄带来了希望。

田昕出生在鹤壁，2008
年河南大学法律专业毕业，
在鹤壁从事宣传工作。2017
年之前，他没听说过牛横岭。
那年11月，鹤壁市党委号召年
轻人下乡，田昕第一个报名，当
起了驻村书记。

驻村生活远比他想象的
繁忙，他几乎没空回家。

村里老人有困难就会去
找他，白天总是有事，到了晚
上，村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
没有，他只好看手机解闷。
他注册了抖音，叫“戴草帽的
85后”，看大家分享的生活，
偶尔也记录自己驻村的日
常。

他没想到，有一天自己
成了抖音上的“网红书记”。

用抖音帮村民打开销路

驻村没多久，他走访村
民牛庄成家，牛庄成的老伴
瘫痪在床，牛庄成不能出门，
家里唯一能卖的只有红薯粉
条。他问田书记，能不能帮
他把粉条卖出去？田昕爽快
地答应下来。

以前在朋友圈，朋友要
卖什么，田昕也会热心帮忙转
发，“就是动动手指的事”。他
发了一则卖粉条的信息到朋友
圈，很快就有人订了十斤。后
来，他想着得加大力度，就去牛
庄成家抱着粉条拍了张照片，
制作了一张便民联系卡，写
上电话和姓名，又发了一次朋
友圈。发完信息，他睡了个午
觉，醒来发现朋友圈刷屏了。

那个下午，他卖了300斤
粉条。有媒体想采访他，他

没同意，心想这事微不足道，
“任何一个驻村书记都会帮
农民卖农货，只不过我利用
新媒体，做了代言人。”他以
为事情到这儿就完了。

但很快，村民纷纷找到
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也销
销？”他不好拒绝，只能硬着
头皮干。晚上11点，他给鹤
壁一家酒店打电话，“我们这
儿的红薯粉条特别好，在不
影响你们正常营业的情况
下，能不能在大厅设置一个
爱心义卖点？”没想到对方爽
快地答应了。

接下来，他又在汽车4S
店、学生辅导班、彩票店铺设
了义卖点，大家听说是帮村
民卖粉条，都没收费。

那年冬天，牛横岭的粉
条卖光了。

转眼是2018年冬天，又
到了卖粉条的季节。他想，
不能再像第一年那样通过一
家一家义卖点卖了，那样太
辛苦，能帮的人也有限。于
是，他想了个办法：在抖音直
播村民制作粉条，吸引网友
来买。

他的粉丝不多，不够权
限开通直播，当时，网上有很
多用A4纸求关注的视频，他
也学着做了一个……后来，
他每想起那个“可过分”的晚
上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被

“吓坏了”，因为发完求关注
的视频，他就去姐姐家吃饭，
吃饭时，点开抖音看了一眼，
手机一片红，感觉快爆炸了。
那条视频的播放量是1450多
万，点赞量52万多，粉丝从
200个一下子涨到了5万。

当天晚上，他所有的抖
音权限都开通了。网友不停
地问，什么时候直播？他既
忐忑又兴奋，失眠到凌晨两
点多。

“火起来以后，完全改变
了我卖粉条的思路，也可以

说是抖音倒逼着我，把我们
村的粉条放上互联网。”田昕
找了一家薯业合作社，按10
块钱一斤收，一次收 2000
斤，合作社负责包装、物流，
把一切都规范化起来。一个
冬天，就卖了2万斤。

村民亲切称他“粉条书记”

牛横岭制作粉条的传统
有两三百年，一直传到现
在。牛横岭的红薯品种是商
薯19，这种红薯淀粉多，口味
面、甜。制作粉条需要经过
以下工序——把红薯磨成
粉，加入开水，打成面糊糊，
再把面放进去，用大力揉面，
最后把面装到篓子里，用沸
水煮，煮好成形之后，浸入凉
水，捞出来挂在杆子上，冰冻
它，所以粉条只能在冬天，而
且是极寒的天气下制作。白
天，粉条暴露在太阳底下，用
暴晒把冰晒化，等到粉条散
开来，就做好了。

在抖音上走红后，那张
抱着粉条和A4纸的照片就
传遍了网络，媒体、网友、村
民亲切地叫他“粉条书记”。

通过抖音，拍完了村里
的粉条，他还拍村里的舞蹈
队、村里的麦苗抽穗、猕猴桃
结果。

他说：“我想传递给大家
我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人，
拍视频，也是想让大家看见
鲜活的牛横岭。”

牛横岭因为他发生着改
变，同时，牛横岭也改变了
他。从2017年到2019年，牛
横岭卖出4万多斤粉条。

因为通过抖音卖粉条，
他还受邀参与了央视网络春
晚。1月17日晚上，牛横岭
的红薯、粉条也跟着上了电
视。去录制节目的那天，正
好是2019年的冬至，牛横岭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饺子宴，
村民们都特别开心。

鹤壁牛横岭来个年轻人

为村民，他成了“网红书记”

美好的事物永不消散，就像大山深处美丽的牛横岭村一样，终会被看见。
2018年底，一个拿着A4纸的年轻人，在抖音上帮贫困村卖出2万斤粉条，

他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号“粉条书记”。他就是鹤壁市牛横岭村的驻村书记田
昕。过去一年，他通过抖音记录了牛横岭生产粉条的传统手艺，也因此受邀登上
央视网络春晚，让牛横岭村在更大的荧幕上被更多人看到。

“摘杨梅坠亡案”再审改判：
村委会不应承担责任

说法：吴某不顾自己的年纪爬树，并在摘杨梅
的过程中从树上坠落，其自身应就爬树的行为产生
的后果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种植杨梅树一般而言
并不增加其他人的危险。如果杨梅树属于私人所
有，吴某未经允许私自爬树摘杨梅，显然属于偷窃
侵权行为，发生意外，完全是咎由自取。

来源《人民法院报》

村民私自采摘村委会种植的杨梅跌落致死，家属起诉
村委会承担赔偿责任。1月20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该案再审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村委会未违反安
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韩景玮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