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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的仇家陈某为了报复
李某! 身藏木棍准备在小巷偷
袭李某!不料被李某当场发现!

二人厮打起来! 厮打过程中李
某将陈某手中的木棍夺走" 陈
某见状准备逃走! 李某持木棍
追打陈某! 在追打过程中陈某
被木棍击中后脑导致严重颅脑
损伤!抢救无效死亡"法院经审
理认为! 李某反抗陈某的不法
侵害属于正当防卫! 但由于在
不法侵害的过程中陈某放弃了
对李某的侵害! 此时李某的正
当防卫已经结束了" 但他继续
追打陈某! 则超越了正当防卫
的限度!并将陈某致死!造成了
重大的损失!实属防卫过当!遂
以刘某涉嫌防卫过当致人死亡
为由!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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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不手术!生物制剂介
入疗法一次性根治"

小针刀纳米生物介入治疗 !

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专业治
疗癫痫! 对久治不愈患者也
有特效" 复发免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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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曲张 老烂腿 静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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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郑州市一马路
*$

号$火车站
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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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银基西北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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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微创手术一次性根治腋
臭!无痛无疤!不住院!不影响
工作和学习!复发免费治疗&

!"

!

!"# $%#

主
+,-."/!"#$%&"#$%'(#$%)*+,-

01-."/!".%&"/012%#345%67

8967)*:%;#<%=>?@

治

%&'()*+ ,-./012

联系人#邵天亮 地址#界首市陶庙镇
.

路车终点站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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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顽固性%易复发的红斑鳞屑性皮肤病" 其顽固难治人所共
知!主要表现为干燥%疼痛%出血%瘙痒%层层脱屑!反复发作给患者身心造成巨大痛苦"

3456789:;<=

是河南一家专业治疗牛皮癣科研机构! 在解决复发难题上取得了
国内外领先水平" 研究院的专家们历经二十多年完成了上万次药理实验!经过反复筛选!科学组
方!抗复发牛皮癣中药系列方剂" 用药后迅速吸收!经血液循环直达病灶!增强肌体免疫力等功
效"对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牛皮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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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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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即可"解除了过去用药有效%停药复发
的弊端!因其疗效稳定可靠!只需口服!不忌口!无需任何外用药特点!而受到广大患者信赖"

治病刨根 !杜绝复发才是关键 !专家忠告久治不愈 %反复发作的牛皮癣患者 !接受专业
机构 %科学规范的治疗才能康复 " 用药一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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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节假日不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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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燕

邓玉娇!女!出生于
')("

年
"

月
''

日!原籍湖北省巴东县野三

关镇木龙垭村
'*

组
(

号!供职于

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 !任

+,-

服务员"

%**)

年
!

月
'*

日

晚
(

时许! 因与湖北省巴东县野

三关镇政府
&

名工作人员发生冲

突!用水果刀刺死刺伤各一人!被

巴东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立案侦查" 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后!

检察机关以邓玉娇防卫过当涉嫌

故意伤害提起公诉"

!"

案件经过
据巴东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俊

向县政府通报! 该事件调查结果
及细节如下&

雄风宾馆梦幻城是野三关一
个休闲娱乐中心!有员工数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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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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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野三关镇招商协调办主任邓贵
大! 与黄德智及另一邓姓同事一
起吃晚饭并饮酒后! 前往该镇雄
风宾馆梦幻城休闲" 休闲之前!邓
贵大

&

人欲前往梦幻城二楼一休
息室休息" 黄德智在前!邓贵大和
邓姓同事紧随其后"

黄德智进门后!发现梦幻城员
工邓玉娇正在休息室洗衣服!便询
问她是否可为其提供特殊服务"邓
玉娇说!她是三楼

+,-

员工!不提
供特殊服务" 黄德智听后很气愤!

质问邓玉娇这是服务场所!你不是
(服务$的!在这里做什么) 双方遂
发生争执* 争执中!邓玉娇欲起身
离开!此时!跟在身后的邓贵大说!

(怕我们没有钱吗$ 便随手从衣袋
里抽出一沓钱放在邓玉娇面前*邓
玉娇拒不理睬! 欲再次起身离开
时! 被邓贵大按在休息室沙发上*

邓玉娇欲起身!却被再次按倒在沙
发上!于是她拿出一把水果刀向邓
贵大连刺

&

刀!黄德智见状欲上前
阻拦!右手臂被刺中一刀!邓姓同
事吓得不敢靠近*

邓贵大因伤及动脉血管和肺
部!在被送往医院途中身亡*黄德智
被转至宜昌治疗后!脱离生命危险*

案发后! 公安机关以邓玉娇
涉嫌故意杀人为由将其刑事拘
留!受到质疑* 同时!巴东警方在
邓玉娇包内发现治疗抑郁症的药
物!怀疑邓玉娇患抑郁症*

该案发生后!一时间引发巨大
反响!社会各界对此议论纷纷* 法
律专家认为!政府工作人员涉嫌强
奸!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一个人行
使其自卫权利与抑郁不抑郁无关!

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不必借助抑
郁症或其他精神疾病来实现* 即便
邓玉娇没有罹患抑郁症!她为避免
人身伤害而造成的一死一伤责任!

也应得到光明磊落的豁免*

目前!该案已侦查终结!于
!

月
&'

日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审
查起诉* 公安机关经深入侦查!全
面收集证据! 认为邓玉娇的行为
属于防卫过当*

案发后!邓玉娇用自己的手机
拨打

''*

报警!主动向公安机关投
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具有自
首情节* 公安机关根据律师的申请
并考虑到邓玉娇的身体状况!对其
变更了强制措施! 实施监视居住*

现邓玉娇由家人陪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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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 燕

什么是防卫过当
律师徐占立# 防卫过当是指正

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给不法
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 防卫
过当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

必须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
里所说的(必要限度$是指为有效地
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卫强度*

%"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重大损
害! 如造成不法侵害人人身伤亡等
严重后果*

总之!在面临非法侵害时!如果
用较缓和的手段能制止侵害时!就不
要用激烈的防卫手段!否则就可能超
过正当防卫限度!变为防卫过当*

法官姚黎辉# 确定正当防卫是
否过当! 应当以防卫行为是否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为标
准* 什么是(必要限度$!法律没有规
定具体标准* 如何理解和确定正当
防卫的必要限度! 在法学界和司法
实践中曾有过(基本相适应说$+(必
要说$%(需要说$三种不同观点" (基
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行为同不法
侵害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和后
果之间!要基本相适应

.

不是完全相
适应!允许适当超越

/

!才能成立正当
防卫!否则是防卫过当" (必要说$!

主张以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所必需的行为作为正当防卫的必要
限度" 只要防卫行为是为制止不法
侵害所必要的! 则无论造成的损害
是轻是重!防卫都是适当的" (需要
说$则认为!防卫是否过当!要以是
否有利于鼓励和支持公民与违法犯
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为原则" 只要
防卫者认为需要! 无论实行什么行
为!造成什么结果!都是正当的"

法官余猛# 防卫过当所造成的
损害!是超出正当防卫所必需的防卫
强度造成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法律明确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 由于防卫过当行为的动机是出
于正当防卫!是为保护合法利益实施
的!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其主观
恶性还是较小! 社会危害也要小于其
他故意犯罪! 所以对防卫过当应当减
轻或者免除处罚"

如何界定防卫过当
法学硕士朱明#我国,刑法-第二

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
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这里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
重大损害的$ 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
的!但由于立法过于简略!没有作出
明确的界定!造成了在正当防卫理论
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罪
与非罪!在司法实践中不容易操作*

检察官李继红# 现实中也存在
不法侵害人虽然受到轻伤! 甚至于
(重伤$! 但这种伤势! 对于制止不
法侵害行为的效果并不理想! 实施
不法侵害的受伤者不仅没有停止侵
害! 相反还仍然继续实施不法侵害
行为* 结果只能是大多数正当防卫
人都会因为有效制止了不法侵害而
被误定为是防卫过当! 实际上混淆
了罪与非罪的界线*

余猛# 应当说!(明显超过必要
限度 $和 (造成重大损害 $!实质是
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
成重大损害$ 是 (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 $ 的具体表现 .(超过必要限度 $

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标准* 也就
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
况*在很多时候!当不法侵害者对行
为人进行侵害时!行为人用避开+喊
叫等方法! 可以阻止侵害行为的继
续和防止侵害结果的发生! 这样就
不应再对侵害者进行打击! 否则构
成犯罪就要负刑事责任*

法官金铃#从立法本意上讲!必要
限度就是以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住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必需的限度* 必
要限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
察&第一!不法侵害的强度.第二!不法
侵害的缓急.第三!不法侵害的权益*

对于明显危及人身安全或者国家和人
民重大利益的不法侵害行为! 而致不
法侵害者重伤或死亡! 可以认定是为
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 因而没有超过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不属防卫过当*

总之!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又
要注意不挫伤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实行正当防卫的积极性*

结合'邓玉娇案(

如何确定罪与非罪
法官张柏芳#违背妇女意志

是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条件 !因
此!在司法实践中奸淫行为是否
违背妇女意志 ! 必须准确地认
定* 但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不能
以被害妇女有无反抗表示作为
必要条件* 比如!行为人用药物
将妇女麻醉!使妇女昏迷后再进
行强奸* 在这种情况下!被害妇
女根本不会有反抗行为* 对这类
案件!如果我们还要求被害妇女
必须有反抗表示才能构成强奸!

那无疑是放纵犯罪分子!不利于
保护被害妇女*

法官王卫华#我国,刑法-第
二十条第三款规定 &(对正在进
行行凶+杀人 +抢劫 +强奸 +绑架
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
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
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根据警方
通报的内容!完全可以认定邓玉
娇是拥有无限防卫权的正当防
卫* 而所谓的无限防卫权!是指
公民在某些情况下所实施的正
当防卫行为!没有必要限度的要
求!对其防卫行为的任何后果均
不负刑事责任* 要给邓玉娇的行
为定性!就要先给死者邓贵大的
行为定性* 邓贵大行为的性质有
两点是最关键的!第一是要求邓
玉娇提供(特殊服务$!在遭到拒
绝后!掏出一沓钱对邓玉娇进行
侮辱!这说明邓贵大等人有和邓
玉娇发生性关系的企图.第二是
邓玉娇在欲离开时!被邓贵大两
次按倒在沙发上!(按倒$两字说
明邓贵大拿钱买娼的想法不能
实现后! 转而采取暴力手段!可
以说是正在实施强奸行为* 根据
这一定性 !如果邓贵大 +黄德智
等人的行为构成强奸

.

未遂
0

!则
邓玉娇拥有无限防卫权*

余猛# 邓玉娇案中的每一个
细节都决定着邓玉娇的罪与非
罪* 如果邓贵大是在要求性服务
不成之后!两次强行按倒邓玉娇!

这些举动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认定
为强奸行为的开始* 在此情形下!

邓玉娇应当拥有无限防卫权* 反
之!邓玉娇则需负法律责任*

朱明#在(邓玉娇案$中!黄德
智+邓贵大明确表明了犯意!并表
现出明确的主动攻击性! 倘若邓
玉娇不制止!伤害结果随之发生!

邓玉娇采取可制止犯罪行为的措
施!是正当的* 正当防卫的性质决
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
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
法来实现防卫意图! 邓贵大命丧
黄泉是他侵害行为换来的结果*

荆向丽#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代理

审判员$% 刘伟剩下的
$

万元
损失应该自己承担* 在这起交
通事故中! 张东负主要责任!

小女孩负次要责任* 我国,民
法通则-规定&(因紧急避险造
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
人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危险是
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
当的民事责任* 因紧急避险采
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
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

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
民事责任* $在这起紧急避险
事故中!险情虽然是由违规横
过公路的小女孩引起的!但导
致两车相撞的根本原因是张
东超速行驶和采取的紧急措
施不当*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
关认定刘伟是正常行驶!对事
故不负责任!那么紧急避险事
故的责任!自然由张东全部负
担* 事故发生后!张东给付女
孩父母的丧葬费及死亡补偿
费

$%

万元! 是根据法律规定
给付的 * 刘伟与张东经过协
商!达成由张东赔偿刘伟

1

万
元的一致意见!这也就是说本
次交通事故中刘伟虽然有

!

万元的损失! 但其同意得到
1

万元的赔偿!剩余的
$

万元视
为放弃了权利!故刘伟剩下的
$

万元损失应该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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