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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2020年3月26日 星期四

网红主播直播“带货”，大家已
经司空见惯，不过，你见过法官当主
播亲自下场吆喝“带货”的吗？

23日，如皋法院的两名青年法
官变身“主播”，首次通过淘宝直播
平台带领竞买人“现场看样”，直播
卖房，半小时收获点赞1万多个。
虽然是首次“出道”卖房，但带货实
力“杠杠的”，最终促成这套房屋以
270多万元的价格成交。

此前，如皋法院通过阿里司法
拍卖平台上线了一套“花园阳光
房”。该标的起拍价2421046元，
保证金 242100 元，加价幅度是
12100元或12100元的整数倍。由
于这笔钱并非小数目，许多意向竞
买人原本想亲临现场看样，无奈遭
遇疫情防控期，线下看样就此搁
浅。为满足意向竞买人的看样需
求，如皋法院法官“变身”网络主播，
带网友“云看房”。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如皋
法院执行局法官，欢迎大家点击屏
幕左上角，关注如皋法院的直播账
号。”当天，法官“主播”从入户花园、
客厅、地下车库、餐厅、卧室、阁楼
等，带网友们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对
整栋房子的装修、层高、产证等也作
了全面的介绍。“房子限购吗？能过
户吗？能否贷款？……”针对网友

们的提问，法官也在直播中逐一耐
心解答。本场直播吸引438名网友

“围观”，收到网友点赞1万多个。
24日，该标的正式开拍。截至

拍品成交前，共有3人报名，159人设
置提醒，8595次围观。最终，这套

“花园阳光房”经过24轮的竞价角
逐，以271万余元的最高价成交。

淘宝直播“云看房”，是继推出
“VR全景看房”后，如皋法院在疫

情防控期间推动房产标的司法网拍
的又一个新举措。多种现代化科技
手段的运用，为法院拍卖实现“更大
公平”“物有所值”创造了条件，也拉
近了法院和百姓之间的距离。下一
步，该院将继续做实做好司法拍卖
工作，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司法
权威性和公信力。

本报记者王玮丽
本报通讯员张鑫 钱柳琦

法官变身网络主播直播“带货”
“花园阳光房”网拍270多万元成交

晚报讯 一名山东男子在南通
市区与友人聚餐喝下半斤白酒，随
后不听朋友劝阻在醉驾状态下返回
山东，途中酒力发作、行为失控被
查。昨天，查处此案的民警介绍，警
方将依据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涉事
司机孙某追究刑事责任。

23日凌晨2时许，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在G15沈
海高速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
停在应急车道上，车后方没有摆放
任何警示标志，而驾驶员在车内呼

呼大睡。
隔着大开的车窗，民警大声呼

喊，驾驶员睁开睡眼，随后，又继续
睡下，而车内酒味扑鼻。在民警多
次呼唤下，驾驶员孙某才睁开了眼
睛，却一直强调自己没有喝酒，而他
走出驾驶室却步伐踉跄。

民警使用酒精含量检测仪对孙
某进行了呼吸测试。经现场检测，孙
某酒精呼气检测含量为181.1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随后，孙某
被送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经查，涉事司机孙某系山东
人，在南通做二手车生意，前一天
晚上与朋友在南通市区喝了半斤
白酒后，不听朋友劝阻，抱着侥幸
心理开车返回山东。醒酒后的孙
某悔恨不已。

民警提醒市民朋友，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为了自己的生命
安全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能抱有
侥幸心理酒后驾驶。

记者周朝晖
通讯员喻军军 李龙

晚报讯 复工复产、春耕生产期
间，启东交警调整路面勤务，严查酒
驾、超速、超员、涉牌涉证等交通违
法行为。日前，民警查获一辆严重
超员面包车，核载7人的车辆竟然
塞进了16人。

18日晚7时左右，启东交警大
队久隆中队民警巡逻至当地南海公

路合作镇五星村路段时查获一辆严
重超员的面包车。车上陆陆续续下
来16人，而车辆核载仅有7人。经
了解，车辆驾驶员于某是河北人，乘
员均为外省来启务农拔大葱人员。
最终，民警对于某当场处以100元
罚款、驾驶证记6分，超员部分责令
驳载。

警方提醒，车辆超员会增加行
车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使得车辆惯
性加大、制动距离加长，危险性相应
增大，且车内人员拥挤，通风存在问
题，在疫情防控尚未结束之前存在
巨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张亮
通讯员孙鼎

韩某原患有癌症，因病情严
重转院治疗途中发生车祸不治身
亡。经鉴定，韩某死亡的主因为
自身疾病，交通事故参与度
20%。为此，几方对事故损失全
额还是打折赔偿产生争议。昨
天，随着南通中院终审判决的送
达，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落下帷幕。法院判决被告保
险公司、肇事者全额赔偿韩某家
属29万余元。

2018年7月，韩某因患食管
中段癌住院治疗。2018年8月，
其因肺部感染严重转上一级医院
治疗。途中，救护车驾驶员徐某
在经过一路口时遇红色信号灯继
续行驶，与一辆超载的重型货车
发生碰撞。事故致韩某受伤，经
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事发后，
交警部门作出责任认定，救护车
驾驶员徐某、货车驾驶员王某承
担事故的同等责任，韩某无责。

经鉴定，韩某死亡的主要因
素为自身疾病，交通事故参与度
为20%。因当事人之间未能就

事故损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韩某
家属将王某、急救中心、保险公司告
上法庭。保险公司、急救中心辩称，
鉴定结论显示交通事故参与度仅为
20%，因此，事故导致的损失不足以
导致韩某死亡。

海安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韩某损
失应否考虑事故损伤参与度问
题。根据“碎瓶”理论，对于交通
事故产生的损失与事故致害行为
直接相关，与受害人原有疾病并无
必然联系，不应考虑损伤参与度。
本案中，韩某身体情况非其自身过
错，其自身疾病影响损害后果亦系
由外伤所引起，其本人对事故造成
的后果无主观过错，故不应当以其
身体状况减轻侵权人过错程度进
而减轻赔偿责任。法院遂依法作
出前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不服，提
出上诉。南通中院审理后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通讯员徐丹丹
本报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今年是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全面退捕攻坚之年，也
是长江流域常年禁捕前最后一
年实施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管
理。长航公安如皋派出所严抓
禁渔期管理，23日凌晨，抓获非
法捕捞嫌疑人4名，缴获渔获物
115公斤。

22日晚，该所侦查员利用长
江下游治安防控视频监控系统，
结合前期摸底排查，发现一艘可
疑船舶在长江如皋段水域进行水
上作业，疑似非法捕捞。民警对
可疑船只动态和周边水域环境进
行仔细查看，布置了周密的抓捕

方案。民警采取水陆夹击的办法，
水上组对船只进行实时监控，陆地
组在船只可能停靠的3个码头蹲点
守候。23日凌晨3时许，民警将正
在进行非法捕捞的陆某某父子、葛
某某兄弟4人当场抓获，查获“三
无”船舶2艘，缴获非法捕捞电瓶9
台、逆变器2台、供氧机2台。

经审讯，陆某某父子、葛某某兄
弟4人对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
为供认不讳。自禁渔期起，长航公
安如皋派出所已破获非法捕捞水产
品案3起，抓获嫌疑人6名。

记者杨新明 徐爱银
通讯员李军

晚报讯 24日凌晨1时许，启
东警方抓获一名偷盗10箱茅台酒
的窃贼，并由此牵出了系列连环盗
窃案件。

20日上午，启东市公安局110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启东市区某
小区居民家中失窃了价值不菲的多
箱白酒。

据启东市公安局汇龙中心派出
所民警介绍，报警人前一天晚上有
事离开家中，当天上午回到家中之
后却发现家里的几瓶高档白酒被人
搬到了门口，于是他马上到酒窖查
看。经清点，发现酒窖中一共少了

10箱左右的茅台酒。
由于涉案价值较大，启东警方立

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3·19专案组。
通过研判，专案组成功锁定惠萍镇鸿
西村居民黄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3日凌晨，民警在黄某家的阁
楼中发现了失窃的茅台酒以及香烟
等赃物，并在黄某驾驶的轿车中发现
了手表、金器、现金等赃款赃物。

据嫌疑人黄某交代，19日晚，
他流窜至受害人居住的小区，翻窗
进入受害人家中后，发现酒窖中有
多箱茅台酒。由于当时黄某驾驶的
二轮摩托车不便运输，他便将盗出

的10箱茅台酒藏在了小区外的一
处草堆中，后伙同其妻子杨某，使用
二轮摩托车和三轮车将酒运回了位
于惠萍镇鸿西村的家中。

民警深挖案情后发现，黄某自
2017年以来，先后在启东市汇龙、
惠萍、南阳等地，选择别墅为作案目
标，疯狂作案20多起，涉案价值近
百万元。

目前，盗窃嫌疑人黄某以及同
案嫌疑人杨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通讯员鲍欣欣 朱俊俊

记者黄海

在通聚餐喝白酒半斤开车返回山东

醉驾男子高速应急车道熟睡

对行车安全及疫情防控均带来隐患

核载7人的面包车塞进16人

10箱茅台酒牵出一个“别墅大盗”
启东警方破获系列连环盗窃案

癌症患者转院遇车祸
不治身亡能否获全赔
法院：适用“碎瓶”理论，不应减轻赔偿责任

“碎瓶”理论，通俗地说就是
一个有裂纹的花瓶，如果没有外
力影响，则大可继续保持花瓶原
貌，但“裂瓶”一旦遭受外力，则更
有可能导致一击即碎的后果。

本案中，受害人韩某自身存
在疾病是事实，但韩某身体情况
非其自身过错，其本人对事故造
成的后果亦无主观过错。在发生
外伤事故之前该疾病对其尚未造

成死亡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此
次外伤事故的诱发，则韩某暂不会
遭受死亡后果。因而，不应当以其
身体状况减轻侵权人过错程度进而
减轻赔偿责任。故法院依据“碎瓶”
理论作出的判决是妥当的。

本案的判决提醒人们，公平正义
是裁判的基础，案件处理中应当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不应眉毛
胡子一把抓，从而失去公平准则。

何为“碎瓶”理论

四人夜间江上偷捕被抓获
缴获渔获物11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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