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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一!!死蛇"复活伤

幼童!赔偿损失上万元

刘先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宠物

迷!家中养有猫"狗"鸟等动物七八

种之多! 在春节期间刘先生到花鸟

市场溜达! 又看中了一条
!

寸长短

的小花蛇!花
"#$

元买回了家中#

因刘先生以前从没养过蛇!这

蛇买回家中多日! 整日盘在一起不

动不吃! 远近邻居到刘先生家中观

赏小花蛇的人倒不少! 都知道刘先

生家中又增了新宠物$

但半月过后! 刘先生把小花蛇

从笼中放出斗着玩时! 还是没见蛇

有一点动性!刘先生以为蛇死了!随

手将%死&蛇甩出门外$ 谁知在刘先

生门前玩耍的一个年仅
!

岁的小女

孩不知蛇的危险性! 就顺手捡起玩

了起来!这一玩不大要紧!%死&蛇复

活!把小女孩右手咬了一下!遂被送

往医院治疗$

%

天后!小女孩开始反

复咯血!病情加急$ 经医生鉴定!此

蛇的毒浸入了小女孩的肌体! 引起

凝血机制异常所致$

小姑娘住院
&'

天! 花去医疗

费
"(%

万元! 小姑娘的家人遂向法

院起诉!要求刘先生赔偿各种医疗

费用
"()

万元$

%

月
*

日!法院审理

认为!刘先生因为疏忽大意!认为

宠物蛇已死! 而将蛇丢在大路旁

边!而蛇复活后咬伤他人!应负主

要责任! 但作为未成年人的小姑

娘!其父母负监管之责!也应承担

本案的
+$,

责任!刘先生为此承担

赔偿的
"-*--

元$ 剩余部分有小姑

娘的监护人自行承担$

镜头二! 亲吻小狗鼻被
咬!朋友翻脸上公堂

赵女士和邻居王女士系隔墙邻

居!且俩人又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无论外出散步或到商场购物! 彼此

整天形影不离$

王女士家养了一只名贵的小狗

起名叫%心肝&!而赵女士每天都要

到王女士家去逗%心肝&玩!以此开

心!有时赵女士还把%心肝&抱到自

己家喂养几天!啥事也没有!这%心

肝&也和赵女士结下了%情缘&!只要

赵女士手一摆!或亲昵地喊一声%心

肝&!这有灵性的小狗儿就%颠颠&地

跑到赵女士身边又是摇动又是摆尾

和赵女士亲热$

在
#

月
.

日劳动节这天! 因赵

女士放假!闲来无事!就拿根火腿肠

又喜笑颜开地跑到赵女士家去喂

%心肝&儿!这%心肝&儿吃后!赵女士

就抱起小%心肝&和她亲吻!谁知这

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心肝&儿不

知赵女士哪一点抱得不舒服了!就猛

咬赵女士鼻子一下!把赵女士的半个

鼻子血淋淋地咬了下来$ 王女士就

和赵女士一起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治

疗$ 赵女士住院
+

个多月!花去医疗

费一万多元!但随后还需整容做补鼻

手术!还得一笔不小的医疗费用$ 赵

女士提出让王女士承担现在和今后

继续治疗的一半费用时!王女士却翻

脸不愿承担!说是赵女士擅自追狗取

乐%心肝&才将其鼻子咬伤!与己无

关!为此不愿赔偿$

无奈! 赵女士只好和王女士翻

脸!一纸诉状把王女士告上法庭!要

求王女士赔偿住院期间花费的一万

余元的医疗费用$

/

月
'

日! 法院经开庭调解!让

王女士承担
*-,

的赔偿费用!赵女士

自己承担
0-,

费用$ 法院认为!王女

士饲养的宠物因管理不善!造成他人

损害应负主要责任!但赵女士明知动

物会造成伤害!而擅自追狗取乐!自

己也有一定的责任!为此!法院作出

调解后双方表示同意!握手言和$

镜头三!八哥说话逗人

爱#啄死他人一命亡

邻居小王家养一只会%说人话&

的巧嘴八哥!无论男女老少到小王家

都喜欢逗八哥说几句听着入耳的话

以此取乐$

去年春节期间! 小王家去拜年

观赏八哥的人特别多$ 一个年仅
12

岁的小男孩脖子伸得特别长!由于个

子小挤在人中间怎么也看不清八哥

的模样!这小男孩家的大人就让其他

人闪开先让自己家的小男孩挤到八

哥笼前面!脸贴在八哥笼中!让八哥

说声%你好&!但谁知这八哥看围观的

人太多!一时受了惊吓!把头伸向笼

外!猛地一下!用嘴狠狠地把这小男

孩的眼睛啄了一下!小男孩当场就发

烧并抽搐不止!这时小男孩的父母慌

忙将小男孩送往乡卫生所救治$ 经

医生诊断证明!小男孩系破伤风病菌

入侵所致!当天医治无效而死亡$

事后! 小男孩的父母把小王告

上法庭! 要求赔偿医疗费及丧葬费

)---

元$法庭上!小王则为自己辩解

说'%是他家小孩跑到我家中逗俺八

哥取乐被八哥啄伤!况且他家还有大

人在场!俺八哥又是在鸟笼子里!所

以他家小男孩的死亡与俺无关!俺不

同意赔偿医疗费和丧葬费用!请法官

驳回他的诉讼权利$ &

)

月
1%

日! 法院经开庭审理认

为!小男孩之死虽与小孩家属监护不

力和没有为其及时治疗有关!但小王

因对八哥管理不善!没能将鸟笼放在

安全地方导致八哥啄伤他人而最终

死亡的后果! 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

定!法院最后判决被告小王赔偿受害

人医疗费" 丧葬费及本案的诉讼费

+)--

元$ 当小王收到法院盖着鲜红

判决书大印的法律文书后!表示不服

要上诉$

镜头四!花猫捕鼠伤他
人#证据难取判败诉

冬冬家养了一只小花猫! 夜晚

喜欢窜到邻居家捕老鼠$

'

月份的一

个夜晚!

!

岁的小女孩佳佳自己在桌

上精心地做老师布置的当天作业!邻

居冬冬家的那只小花猫不知何时已

神不知鬼不觉地窜到佳佳家!正在抓

捕老鼠$

0

个大人们正围坐在一起打牌

取乐!当小姑娘佳佳做完作业一人到

自己的房间睡觉时!一屁股坐在正吃

老鼠的小花猫身上!反应机敏的小花

猫以为佳佳要把小老鼠抓走不让它

吃!就本能地反抗用前爪拼命地在佳

佳的手上抓了一道深深的血印!当时

鲜血就流了出来$受到惊吓并疼痛难

忍的佳佳大声哭喊'%爸爸快来啊!小

花猫把我抓痛了$ &正在打牌的几个

人听到小佳佳痛苦地喊叫声后!马上

跑了过去! 看到佳佳手上正在流血!

而小花猫嘴里还正叼着一只又大又

肥的大老鼠不放!这时佳佳的爸爸朝

小花猫身上踢了一脚!小花猫才蹿出

门外逃之夭夭$

佳佳的爸爸由于不懂猫伤带来

的严重后果! 也没有及时到医院治

疗! 认为小孩家抓破点皮是红伤!就

用农村的老土办法把佳佳手上流血

的地方用盐水洗过后又用布一缠就

哄佳佳睡了$ 但两天过去后!佳佳高

烧一直不退!并说梦话!两眼不睁!这

时佳佳的爸爸才感到病情的严重性

就急忙把佳佳送往镇卫生院治疗$经

医疗诊断! 佳佳已得了破伤风感染!

属动物没打疫苗病毒已传染到血液

中! 下午
'

时佳佳就这样离开了亲

人$

处理了佳佳的后事后!佳佳的

爸爸就把邻居老李家告上法庭$

0

月
'%

日! 法院很快开庭审理了此

案! 但当法官让佳佳的爸爸举证

时!佳佳的爸爸虽然说出了当时打

牌的赵某"刘某 "王某在场亲眼看

到情境时!而赵某"刘某"王某却不

愿出庭为佳佳作证!不出庭的原因

是怕得罪了老王家!因老王家家族

大!势力强!作证后回去怕被打和

遭到报复!所以 !谁也不愿出庭为

佳佳的死亡作证$ 同时老王在法庭

上铁嘴铜牙死不认账!不承认佳佳

的死是因自己家饲养的猫被抓引

起的死亡后果$

大家知道! 到法院打官司就是

打证据!而佳佳的爸爸却是满肚冤屈

认为法院不为自己的孩子伸张正义!

最后法院判佳佳爸爸败诉$佳佳的爸

爸当收到法院的判决结果后就当场

晕了过去! 现在全家人像疯了一样!

四处上访喊冤!但最终佳佳的爸爸能

为自己的孩子讨回一个说法吗(这要

看证人能否为他作证$

当前! 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无

论是居住在繁华的城市或是偏远的乡村!

家养宠物的爱好者越来越多! 但殊不知!

在饲养宠物的同时引发了多少官司和纠

纷"近日!记者采访了一些法官!他们将审

理的此类案件向记者讲述了几例!让人从

中悟出#法律在充分保护公民饲养宠物的

同时!也要求其履行看护和管理的义务$

阅读提示

说法一 饲养动物有界定

陈永江
!

郑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

$要

认识%饲养动物&就需要对两个概念作解

释#一是%动物&的范围'二是%饲养&概念

的界定$ 各国法律规定对%饲养动物&的

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如罗马法和日耳曼

法将赔偿局限于%家畜&所造成的损害(

近代大陆法系民法典则一般地规定为

%动物&$ 关于饲养的问题(我国)民法通

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须

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动物为特定的人

所有或占有$ 野生动物一般就被排除在

%饲养的动物&范围之外$ +

'

,饲养或者管

理者对动物具有适当程度的控制力$ +

+

,

动物依其自身的特性有可能对他人的人

身或财产造成损害$ +

0

,动物为家畜-家

禽-宠物或驯养的野兽-爬行类动物等$

说法二 饲养动物致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王玉信 %西峡县人民法院法官&$

+一,存在饲养动物的加害行为$ %加害

行为&是指人的饲养行为与动物的致人

损害行为的复合$ 只有这两种行为相结

合!才能构成%加害行为&$ 缺少其中任

何一种行为!都不可能构成侵权责任法

意上的%加害行为&!或没有行为的主体

或不可能出现侵害事实本身$ +二,有损

害结果的发生$ 饲养动物的加强行为通

常会导致以下损害结果.首先是纯粹的

财产损害(如地里的庄稼被牲畜吃掉或

践踏'其次是对人身造成损害受害人经

过一定时间得到恢复( 但需付出医疗

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或其他

收入等'再次是致人死亡(将涉及救治

费用-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受害人

从前扶养者 +如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

未成年人子女,的生活费用等$ +三,饲

养动物的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发生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 饲养动物的加害行为

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事实上的因果关

系$ 其判断标准应以相应因果关系为依

据( 无论是宠物或是其他动物咬伤他

人(致感染败血症而死(亦应为因果关

系$ 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案中(受害人

应当证明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 但在某些案件中(只需要受

害人对因果关系证明到一定程度(举证

责任就转移到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一方$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

五项的规定(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

担举证责任$

说法三 宠物伤害以调为主有利邻里和谐

张玉玲%郑州市金水区法院法官&$

当前( 由于随着养宠物爱好者的增多(

法院受理的这类案件有不断上升趋势(

其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喂养者对宠物管

理不善(二是当事人挑逗动物所致$ 由

于当事人对有关法律不甚了解(往往引

发矛盾和纠纷(甚至不服法院判决和调

解(自以为又不是俺让宠物故意伤害他

人的为由而拒不赔偿$

殊不知(我国民法通则对饲养动物致

人损害的民事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虽

然家养动物不是主人故意让其伤害(但造

成他人伤害的同样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只有在受害人的过错是引起损害的

全部或主要原因时(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

人才能免责$若受害人的过错只是引起损

害的部分原因或次要原因(则不能免除动

物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赔偿责任(而应适用

过失相抵规则$ 受害人故意敲打-挑逗-喂

食他人饲养的动物(或不听管理人的劝阻

而跨越隔离设施接近他人饲养的动物而

受到损害的(从而应免除饲养人或管理人

的赔偿责任(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为不

伤邻里和气(达到案结事了-息事宁人和

谐社会的目的(目前在判决的这类宠物伤

害案件中(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与有过错

的第三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得到

普遍适用也是正确的$

常常伤人的猫 资料图

!

安报记者 马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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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农场# 现因当地乳业疲

软#鲜奶饱和#决定向外售

牛#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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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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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麻将桌十佳知名品牌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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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包教包会!经

营各种新麻将机隐形程序! 百家

乐软件等各种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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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包教包会!经

营各种新麻将机隐形程序! 百家

乐软件等各种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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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新奥迪"丰田"本田"帕萨特"现代等!

手续齐!可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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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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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场价优惠
&$/我 场 始 建 于

1/!*

年!是省内唯一良种奶牛繁育基地!现有大批高产奶牛急需向外出
售!小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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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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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产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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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 客户可在牛群里单独挑选!对信息举荐者重
谢$ 本场免费办理工商"检疫一切出境手续!此广告长期有效$

另售'西门塔尔"夏洛莱"育肥小公牛$ 本场承诺'确保
质量"分期付款!并安全护送到家!多购者本场免费运输!并
赠送铡草和挤奶机!欢迎集体"个人前来考察与选购$

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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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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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

单位$华北第八良种奶牛总场 场长$贺付庭

uvdewx

决胜于无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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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瑞表维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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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表专修"保养!回收名表"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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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丧偶*退伍"重感情"正直善
良事业稳定$ 觅重感情"健康有爱心"

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侣 )拒中介"有
孩可不诚勿扰*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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