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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酒桌桌上上莫莫劝劝酒酒，，容容易易喝喝出出事事
本报律师团成员为读者们详解喝酒喝出的那些事

本报记者 苑菲菲

近日，“八斤哥”“九斤哥”的新闻，让喝酒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问题。加上临
近春节了，各种亲朋好友的应酬中，也免不了要喝酒。不少人在酒桌上都会劝他
人喝酒，拼酒也拼感情，也有人会借着酒劲劝别人多喝几杯。可大多数人不知道
的是，万一有人因喝酒出了事，酒场的组织者和其他的劝酒者，甚至饮酒的场所，
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龙口小伙小徐酒桌上和
朋友们喝酒，酒后骑着电动
车回家路上出车祸，留下了
终身残疾。小徐的父母将酒
桌上劝酒的人告上法庭，最
终小徐和同桌喝酒的人都要
为此承担赔偿责任。

家住山东龙口市东城区
的小徐前段时间和朋友聚
会，在朋友们的推杯换盏中，

小徐喝了一斤白酒和若干瓶
啤酒。小徐的朋友知道小徐
是骑着电动车赴会的，在小
徐喝酒后，还是让小徐骑着
电动车回家了。

结果小徐回家的路上发
生了车祸，摔伤造成右腿粉
碎性骨折。虽然花了几万元，
但小徐的腿仍未治愈，留下
了终身残疾。小徐的父母得

知，儿子之所以出事，是因为
喝多了，而之所以喝多，是酒
桌上被朋友硬劝的结果。

小徐的父母很不满，他
们准备将儿子出事那天和他
一起喝酒的酒友告上法庭，
要求他们赔偿。在小徐的父
母看来，儿子平时是个很理
性的人，很少喝超过半斤酒。
如果当时不是被“不喝就是

怂货”之类的言语刺激，肯定
不会喝那么多酒。加上儿子
酒后，他的朋友没有阻拦他
骑电动车，才导致了悲剧的
发生，让他们承担责任，是理
所应当的事情。

最终，在律师的调解
下，和小徐一起喝酒的朋
友，愿意共同承担小徐治疗
费用的20%。

案例 小伙醉酒出车祸，酒友担责任

醉醉酒酒出出事事

酒酒友友是是否否担担责责也也得得分分情情况况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
所律师徐永强称，在这个案例
中，如果小伙是自愿喝醉后回
家路上出车祸的，同桌人原则
上不负责任；如果小伙是在同
桌人不停劝酒的情况下喝醉
后回家路上出车祸的，同桌人
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要承担
民事责任。

以下几种情况要承担责
任：第—是强迫性劝酒。如故
意灌酒，用话要挟刺激对方喝
酒，或者在对方已喝醉意识不
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劝
其喝酒的行为。

第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
酒，如明知对方的身体状况，
仍劝其饮酒诱发疾病等。

第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
护送。如饮酒者已失去或即将
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
不清无法支配自己时，酒友没
有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
家中。

第四是酒后驾车未劝阻
导致发生车祸等损害的。如果
劝酒者有上述几种情况，那么
出事后劝酒者有一定的过错，
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徐永
强认为，要特别说明的是，喝
酒者本人除被他人强行灌酒
外，自己具有重大过错，应对
自己的喝酒后果负主要责任。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通讯员 刘国军 ) 法
院查封养殖场扇贝，允许出售
扇贝，但需保留货款，而被告
人却将出售后的货款偿还其他
债务。日前，烟台市芝罘区法
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某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

张某是烟台某水产养殖公
司的负责人。2009年7月，张某
代表烟台某水产养殖公司与胡
某、白某等5人签订了某育苗场
转让买卖合同，后双方在合同
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胡某等
遂向烟台市芝罘区法院提起诉
讼。2010年10月30日，芝罘区法
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法查
封了烟台某水产养殖公司5万
笼 正 在 海 上 养 殖 的“ 港 湾 扇
贝”。

裁定书中允许养殖场出售
扇贝，但需保留货款。接到裁
定书后，张某私自将扇贝通过
不知情的烟台某公司对外销
售。

2011年5月，芝罘区法院判
决烟台某水产养殖公司赔偿胡
某、白某等转让款、利息损失
等共计人民币100余万元。但查
封的扇贝已经被张某出售并偿
还了其他债务。

经法院查明，被告人张某
明知烟台某公司代其出售的扇
贝系被法院保全的财产，应当
保留货款而未保留，致使法院
生效判决无法执行，其主观上
具有逃避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
故意，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作
为被执行人烟台某水产养殖公
司实际负责人对人民法院生效
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遂依法判决被告人张某犯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

不执行法院裁定

男子领了二年刑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苑
菲菲 通讯员 任泽英 刘国
军 ) 13日，芝罘区法院举办恳
谈会，会上芝罘区法院院长王
桂一就2014年芝罘区法院工作
基本情况向律师界代表作了通
报。

据悉，2014年，芝罘区法院
共收案9749件，结案9083件，受
理各类刑事案件 6 8 6件，审结
637件，判处罪犯705人。受理民
商事案件5871件，审结5229件。
受 理 执 行 案 件 3 0 6 7 件 ，执 结
3094件。

此外，芝罘区法院还开展
了“践行群众路线”和“月圆仲
秋”大规模集中执行活动，执
结涉民生案件42件，结案标的
额 6 0 0万元。加强人民法庭建
设，全面完成了毓璜顶法庭、
只楚法庭和黄务法庭的新设工
作。涌现出了以“全国优秀法
官”隋文华、“全国法院司法行
政工作先进个人”于宁为代表
的一批先进典型。芝罘区法院
还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上传裁判文
书3837份。

去年芝罘法院

共结案9083件

出现四种情况
酒友需担责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
付磊称，如果满足三个条件，同
桌喝酒者可不必为喝酒出事者
承担法律责任。一是同桌的朋友
已经做到了劝酒的义务，但喝酒
者不听劝继续喝的，其他人也不
存在劝酒的行为；二是同桌的朋
友知道喝酒者是驾驶机动车来
的，在他酒后，也劝他不要驾驶
机动车回去；三是同桌喝酒的人
在他酒后把他送回了家，他自己
又在同桌朋友不知情的情况下，
驾驶机动车而引起的人身伤亡。
满足这三个条件，那基本就是喝
酒者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
任。

除了酒后开车出事的之外，
还有一些是因饮酒过量而造成
人身伤亡的。有的人会认为这种
情况饭店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可
饭店本身是一个出售饭菜和酒
水的地方，只要其出售的酒水是
真的(因喝假酒引发的事故另当
别论)，是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
那饭店方就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一般情况下，是不承担责任的。

但付磊也表示如果人是在
饭店喝酒过量当场死亡的，之前
服务员发现对方因饮酒而引发
了呕吐等不适症状，但没有及时
拨打120对其进行急救，那也是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一
定的责任。

山东鼎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修渤表示，和其他朋友出去
喝酒，酒后出车祸造成人身伤
亡的，在索赔方面也要分情况。
如果是和其他车辆相撞了，或
者被其他车辆撞了，那就首先
要处理交通事故，根据责任划
分，先让肇事者来索赔。如果说
肇事者赔偿了受害人全部的损
失，那么一般情况下，受害人家
属就没办法再向同桌喝酒的人
索赔了。如果受害人因为其自
己喝酒的问题，也要承担责任，
肇事者只赔偿一定的损失，那
由受害人自己承担的这部分，
仍然可以要求同桌喝酒的人来
承担一部分。

此外，也并非是所有在酒
桌上和受害人喝酒的人，都要
为受害人的人身伤亡来承担
损失的。如果受害人喝酒过量
引发了人身伤亡事故，一般情
况下最主要的责任主要在于
受害人本身。另外，组织这次
酒局的人应该负有更高的注
意义务，要比其他同桌人承担
更高的责任。而在酒桌上劝受
害人喝酒的，也要承担比一般
同桌人更高的责任。而如果和
受害人同桌喝酒的人，并未参
与劝酒，也没有鼓励受害人喝
酒，那么他不一定要为此承担
责任。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兆良表示，一般来
说，因为喝酒过量而引发的
事故，受害人想状告同桌喝
酒的人时，在证据收集方面
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过度劝
酒的证据，能否搜集到强制
劝酒的证据，是界定责任最
关键的环节。一般情况下，
如果原告没有太实质性的
证据，多是法院调解，由受
害人自己承担大部分损失，
同桌人承担10%到20%的损
失。或是按照公平原则，由
同桌人给予受害人一定的
补偿。

而同桌人反驳未曾劝
酒，同样也得提供相应的没
有劝酒的证据。而在庭审
中，被告之间相互证明的证
言是有利害关系的，可信度
较低。因此就需要提供其他
无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
或者其他的证据。此外，姜
兆良还表示，未成年人喝酒
出事和成年人喝酒出事，组
织者及同桌人要承担的法
律责任是不一样的。如果是
未成年人因喝酒过量出了
事，把该未成年人喊去酒桌
喝酒的人，组织酒局的人，
和其他劝酒的人，是要为此
承担大部分法律责任的。

满足三个条件
酒友不必担责

酒后出车祸
索赔也要分情况

喝酒喝出事
相应证据难搜集

律师圆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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