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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说辞可信 白纸黑字为证
一起身体权纠纷官司再审否定被侵害人防卫行为
荆门晚报记者 秦文 通讯员 李胡兵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已二审判决的一起身体权纠纷
案进行再审，最终再审法官用 3 名当事人
在警方的陈述（也就是笔录）佐证了被侵
害人事发时拿木桩打对方的行为，进而否
定了被侵害人所称自己的防卫行为，这也
使得被侵害人要为自己被侵害所受损失
承担一半的责任。

案件回放：邻居菜地界线纠纷引发伤
人事件

涉诉人分别为卢某（今年 32 岁，京山
人，在武汉工作）、万某（今年 58 岁，京山
人），卢某父母与万某系邻居。
时间 回 溯 至 2017 年 10 月 6 日 下
午，卢某的母亲与万某因屋前两家菜园地
界发生争议，协商未果。 当日 18 时许，卢
某母亲将两家菜园地界线协商未果一事
告诉丈夫，卢某父亲即到菜园地以万某扎
的菜园网栅栏越界为由，将网栅栏拆除。
万某到菜园地查看并与卢某父亲发
生争吵。 双方争斗中，万某拿起自家菜园
地上的一把铁锹将卢某父亲打伤，卢某及
其母亲听到动静后来到菜地， 万某的妻
子、儿女等人也到现场，两家人一起发生
纠纷。
卢某在拉父亲的过程中被万某用铁
锹打伤腿。 卢某受伤后，到京山市永兴镇
卫生院治疗 4 天，被诊断为全身多处软组
织损伤， 花去医疗费用 286.14 元。 后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转入京山市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右小腿血肿、软组织
挫伤、腰部损伤，行右小腿肌肉切开引流
术，并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出院，花去
医疗费 6982.96 元。
2017 年 10 月 28 日， 卢某购买拐杖
一副，支出 80 元。
2018 年 8 月 23 日，京山一法医司法
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卢某的误工期限
为 60 天、护理期限为 20 天、营养期限为
20 天，以上均包括住院期间的期限。
此外，卢某在武汉的月收入为 6000 元。

两级法院：双方对身体权侵害均有过
错

双方为卢某身体权侵害一事闹上

法庭。
京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公民健
康权应受法律保护。 万某因琐事与卢某
的父亲发生纠纷后， 双方均不能理智处
理矛盾，通过正当渠道解决纠纷，而是相
互打斗且双方家人均参与争斗， 在拉扯
中万某将卢某的右小腿打伤。 万某应对
卢某的损伤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对卢
某要求万某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等合理
的经济损失应予支持。
卢某参与争斗， 对自身受伤存在一
定的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万某辩
称其没有与卢某发生肢体冲突， 而事发
现场仅万某一人持铁锹与卢某及其父母
发生争斗， 故对万某的辩称意见不予采
信。
卢某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5000 元，因
其伤情较轻且自身存在过错，不予支持。
对营养费酌定按每天 15 元计算。 一审确
定卢某经济损失为 22878.63 元〔医疗费
7269.1 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 1000 元(20
天×50 元)、护理费 1929.53 元（20 天×
35214 元 ÷365 天）、 误 工 费 1.2 万 元
（6000 元×2 个月）、 营养费 300 元（20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 开， 两人回家途中遭万某用铁锹追打，不
天×15 元）、辅助器材支出 80 元、交通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此案万某用铁锹打伤 得已进行防卫，不应承担责任。 万某对此
费 300 元〕， 由万某承担 70%的赔偿责 卢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退一步讲，即使 予以否认。
再审认为，双方均认可当日万某与卢
任即赔偿 1.6 万余元，其余损失由卢某自 卢某腿部之伤如万某所说系被现场杂物
（如竹桩）戳伤，也是因万某与卢某及其父 某父亲因菜地界线发生纠纷及打斗后，卢
行负担。
一审判决后，万某提起上诉，认为自 亲相互殴打时，致卢某受伤，与万某的行 某赶到现场，此时现场有卢某父子、万某
为亦存在因果关系，万某也应承担相应的 等 3 人。 3 人对卢某赶到后的行为在公安
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最 侵权责任。 卢某身为年轻人，在父亲与邻 机关分别陈述如下：
2017 年 10 月 7 日卢某陈述：“我听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 108 条 居万某发生纠纷时，不仅不劝解，反而持
到吵闹后，就来到菜园。这时，万某家的儿
木桩殴打万某，使矛盾激化，对其自身损
的规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提供的证据， 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 害也有过错。 根据双方过错大小，酌定双 子、万某的老婆、女儿都来了，还有万某的
哥哥也来了，我拉住我父亲要他走，这时，
关事实， 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 方负同等责任。
综上，卢某经济损失为 2.2 万余元，由 万某的老婆用木棒打我……”
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此案万
2017 年 10 月 6 日万某陈述：“这时
某对卢某腿部受伤没有异议， 万某与卢 万某赔偿 50%，即 1.1 万元，其余损失由
卢某来了，他拿了一根木棒朝我的背后打
某两家发生纠纷过程中， 只有万某一人 卢某自己承担。
了一棒……”
持有铁锹， 结合卢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万某陈述：“
一会
及其母亲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 陈述
再审认定：被侵害人木桩打人不属防 儿卢某拿一根木棍过来朝我右肩膀打了
万某用铁锹砍卢某及其父亲的证词，万
一棒……”
某用铁锹打伤卢某腿部已具有高度可能 卫行为
2017 年 10 月 7 日卢某父亲陈述：
性，一审确认该事实并无不当。
“我的儿子卢某听到动静就跑来菜园，拿
同时，二审根据 2017 年 10 月 7 日
二审判决后，卢某不服向省高级人民 菜园地上的木桩就朝万某打了过去……”
公安机关询问卢某父亲的笔录， 查明万
根据以上内容，卢某称其赶到现场拉
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法院改判万某承担全
某与卢某父亲相互殴打时， 卢某用木桩
部责任，理由是他持木桩打万某是防卫行
走父亲，两人在回家途中被万某用铁锹追
打了万某。
打的事实不能成立，卢某主张其行为是防
二审认为， 此案争议焦点为一审确 为。 省高院指令市中院再审。
市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查明的 卫行为亦不能成立。
定责任比例是否适当。 依据《中华人民共
综上，卢某再审请求不能成立。 经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6 条第一款规定，行 事实与二审认定的事实相同。
再审中， 卢某主张自己赶到现场时， 合议庭评议，再审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该法第 26 条规定， 万某已用铁锹将父亲打伤， 他将父亲拉 决。

纠集他人放高利贷、暴力讨债

钟祥一黑恶团伙被摧毁
荆门晚报讯（记者李天学 通讯员王开
忠 罗海迪）钟祥一贾姓银行职员伙同他人

搞起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副业”。 日前，
贾某甲、 贾某乙、 全某等 7 人犯寻衅滋事
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开设赌
场罪， 分别被钟祥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五个月至一年二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2013 年以来，银行职员贾某甲为牟取
高额非法利益， 纠集堂兄弟贾某乙及全某

等人以月利率 10%、12%高利放贷， 并安
排贾某乙、全某负责催收借款，贾某乙又纠
集李某等 4 名无业人员非法讨债。
2015 年，贾某甲、全某等实际出资 45
万元向黄某放高利贷， 并由双方熟人王某
作为担保人。 黄某在归还部分款无力再偿
还后，贾某甲、贾某乙、全某采取殴打、威胁
等方式逼迫黄某还款，因黄某无力还款，遂
胁迫黄某将其父亲所有的某小区房屋抵押

给贾某甲、全某。 随后，贾某甲和全某又多
次纠缠、威胁担保人王某还款。 2015 年 10
月，他们到王某家中大力拍王某家房门、大
声辱骂，并在楼道用红油漆喷写“王某某欠
钱不还死全家”字样进行滋扰。他们还到王
某工作单位，在单位门口柱子上喷写“王某
欠钱不还”字样逼迫王某还钱。 2016 年 5
月，他们将王某带到一茶楼里，以剪刀剪毛
发、打火机烧眉毛相胁迫，逼迫王某还款。

2019 年 5 月，贾某甲、贾某乙、全某分
别被东宝警方抓获后移交钟祥警方。随后，
其他成员先后被钟祥警方抓获。 同年 6 月
19 日，贾某甲、贾某乙、全某等人被钟祥市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12 月，钟祥市人民
检察院以贾某甲、贾某乙、全某等 7 人涉嫌
寻衅滋事罪、 非法拘禁罪、 非法侵入住宅
罪、开设赌场罪向钟祥法院提起诉讼。今年
7 月 10 日，钟祥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