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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岁岁女女孩孩遭遭男男友友泼泼汽汽油油毁毁容容
母亲一同被烧伤，住院9天花了10多万

甜甜父亲手机上存着女儿以前的照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 (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崔希
珍 ) 观看别人打牌，却因为
言语不和，致使双方大打出
手。近日，东昌府区法院依法
审理此案，原被告责任为三
七分，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赔偿原告5000元的70%
计款3500元的医疗费、误工费
等。

2015年 2月 6日下午 3点
多，原告刘文在邻居家同他
人打朴克，被告刘喜在一旁
观看。由于刘喜说话刺激了
刘文，相互发生争吵，进而发
生殴打，致使刘喜用马扎将
刘文打伤。刘文受伤后被送
往 聊 城 某 医 院 进 行 抢 救 治

疗。经医院诊断：刘文为闭合
性颅脑损伤，头皮挫裂伤、右
下颌皮挫裂伤。住院九天，原
告支出医疗费等3100元。

刘文被打伤后，刘文的
亲人及时进行了报警，报警
后公安部门出警进行了制止
调解，事后对刘文的伤情进
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刘文
的伤情为轻微伤。公安机关
依法作出对刘喜拘留五日，
罚款500元；对刘文罚款200元
的处罚决定。

刘文住院期间，刘喜没
拿一分钱，也没有去医院看
望。于是，刘文于2015年3月16
日一张诉状将刘喜上法庭。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赔偿

因故意伤害给刘文造成的各
项经济损失5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为
一般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刘文与被告
刘喜作为同乡邻居，因打牌
发生口角，本应相互克制，忍
让为上，不应用马扎将对方
头部砸破致伤。打架的事实，
有当事人的陈述，公安机关
的供认材料，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应予认定。公民的人身
权、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被告刘喜将原告刘文打
伤存在过错，应承担侵权责
任。鉴于原告刘文对纠纷的
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结合
本案实际以原告承担30%,被

告承担70%为宜。关于原告主
张的医疗费，应以其治疗机
构出具的费用结算单据为准
3100元计算，关于原告主张的
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费
等以实际住院天数乘以国家
机关规定的标准计算。伤情
鉴定费有单据为证，据实计
算。庭审中，原告主张诉讼标
的为5000元，超出部分自愿放
弃，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被
告刘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赔偿原告刘文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伤情鉴定费等共计人民
币 5000元的 70%，计款 3500
元。(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两人脾气不和

分手不成遭报复

22日，记者在聊城市人民
医院烧伤整形科病房外见到了
甜甜的父亲，甜甜父亲说，女儿
上高中时有个比较好的朋友，
叫小龙。2014年5月份，两人确立
了男女朋友关系，后甜甜发现
跟小龙脾气不和，2015年春节
前后，甜甜提出分手，小龙不答
应。之前男孩也纠缠过，但是觉
得这都是小孩子的事情，就没
在意。小龙也发信息威胁过自
己的闺女，甜甜觉的是吓唬她，
没想到他会来真的。

13日晚上9点半，甜甜从超
市下班，因为看天太晚，甜甜
妈妈去接她，在快到门口时，
甜甜男友小龙拦住了她们，几
句话不和，小龙用利器把甜甜
母亲的头部击伤，甜甜母亲当
时就晕倒了，小龙开始往甜甜
母亲身上泼汽油，甜甜拦着小
龙，小龙又开始往甜甜身上泼
了汽油，因为甜甜母亲已经昏
迷，烧伤比较严重，甜甜自己
烧得稍微轻点。

甜甜的父亲说。他在台前

打工，他接到公安局打来的电
话时，母女俩已经送到了阳谷
县人民医院，当他赶到医院时，
看到被烧得面目全非的母女
俩，甜甜父亲都不敢相信。

甜甜的父亲说，母女二人
被送到阳谷县人民医院后，又
直接转到了聊城市人民医院。
妻子属于深三度烧伤，到现在
还在昏迷。

据负责此案件的民警介
绍，小龙由爱生恨采取报复行
为，目前他已经自首。

母亲一同被烧

伤势更严重

在医院的病房，记者见
到了甜甜，她右侧的脸被纱
布缠着，裸露出来的皮肤呈
黑色。甜甜的姑姑在病房里
照顾她，她说，甜甜刚刚睡
着，因为事故对她造成很大
的心里阴影，她经常睡不着
觉，“前两天刑警队来问话，
那 天 晚 上 ，她 一 晚 上 没 睡

着。”甜甜父亲翻看着手机
里女儿的照片，他眼眶湿润
了，“不知道女儿还能不能
像以前一样漂亮。”

记者看到，甜甜以前的
照片，红润的脸庞透着青春
的气息，齐刘海长头发，出
落 得 很 大 方 。值 班 大 夫 介
绍，甜甜属于深二度烧伤，

面部、颈部和下颌被烧伤。
“ 我 妻 子 被 烧 得 更 厉

害，现在已经是面目全非。
一会清醒一会迷糊，正在重
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从事发
到现在，都没见到她的面，
只是穿着防护服远远的隔着
玻璃看一眼。”甜甜的父亲
说。

巨额医药费

压垮这个家庭

“ 今 天 刚 收 到 的 缴 费
单，昨天一天的花费是一万
四左右。”甜甜父亲说，入院
后甜甜和母亲的医疗费每天
都要一两万，9天花了十多万。

“这些钱都是我亲戚朋友凑
的，我家里没什么积蓄。”甜甜
的父亲说，出事前，甜甜在超

市打工，工资不高，家里还有
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妻子没有
工作，在家照顾孩子，自己在
台前给甜甜舅舅打工，一家人
的年收入在一万元左右。因为
女儿刚高中毕业不久，儿子还
在上学，平时花销也不少，突
然出现这样的事故，家里实在

承担不起。
甜甜的父亲今年43岁，鬓

角却已生出白发。出事后，家
里的亲朋好友纷纷解囊，为母
女二人凑医药费，但只是杯水
车薪，“我现在真是有点不知
道该怎么办了。”（本文涉及
均为化名）

看别人打牌乱说话，惹恼打牌人

邻邻居居因因““观观牌牌乱乱语语””闹闹上上法法庭庭

22日，在聊城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病房里，22岁的女孩甜甜静静地躺着病房里，脸上缠着
纱布，露在外面的皮肤被烧得黝黑。9天前甜甜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女孩子。13日，因为跟男友闹分
手，遭到男友报复，甜甜跟母亲被泼汽油，造成不同程度烧伤。

本报记者 邹俊美

女童反锁卧室
消防翻窗营救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崔丽 关侃 )

4月21日下午7点44分高唐人和
中队接到报警：“高唐祥和家园小
区15号楼2单元5楼一女童被困房
内，请求救援。”接到报警后，中队
立即出动一辆抢险救援消防车六
名官兵前往实施救援。途中经询
问报警人得知，由于女童在家玩
耍，不小心被反锁卧室内。

到场后指挥员发现，女童站
立于门后，不能采取机械等大动
作的破拆行动，以免对女童造成
伤害。同时女童情绪极度不稳定，
在卧室内大声哭闹，女童父母非
常着急，请求立即解救。指挥员果
断采取措施，一面要求孩子父母
安抚孩子，一面佩戴安全绳等装
备从外部窗户翻入，进入房间，经
过五分钟的紧张有序地营救，成
功救出被困房内女童。

冠县一半挂车
与小货车相撞

本报聊城4月22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崔丽 张明
珠) 4月19日凌晨5点左右，冠县
东古城镇发生交通事故，一辆半
挂车与一辆四轮车相撞，一人被
困。消防部门赶到后，将被困人员
救出。

4月19日凌晨5点04分，冠县公
安消防大队冠州中队119值班室
接到报警称：冠县东古城镇发生
交通事故，有一人被困，请求救
援。接到报警后，冠州中队迅速出
动1辆抢险救援车、6名消防官兵
赶赴现场。

到场后经侦查发现一辆半挂
车与小货车发生相撞，小货车驾
驶员腿部被牢牢卡在驾驶室内，
情况十分危急，现场指挥员立即
下达救援命令：首先对交通实施
管制，确保救援顺利进行。

同时，救援小组利用液压扩
张器对车辆驾驶室进行扩张破
拆，成功救出被困人员，随后交给
现场医务工作者。

临清舍利宝塔
再现“塔岸闻钟”

本报聊城4月22日(记者 凌
文秀 ) 21上午，文广新局为舍利
宝塔安装了新风铃，生动再现“塔
岸闻钟”这一京杭大运河畔的临
清历史胜景。本次更换的72个新风
铃为铜合金质地，不会碱锈，重量
适中，声音清悦，安装完后，一公里
外将能听到舍利宝塔的风铃声。

塔岸闻钟是临清十景之一，
在乾隆《临清州志》中就有记载。
舍利塔“塔岸闻钟”是临清人文景
观舍利塔的美誉。舍利塔位于城
北卫运河东岸，是仿木结构楼阁
的砖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年)。塔平面呈八角形，连长
4 . 9米，外接圆半径6 . 4米，9层，通
高53 . 44米，底门向南，基座条石砌
筑，每层8面辟门窗，4明4暗。外檐
砖木结构，陶质斗拱莲花承托。塔
内设有通天塔心柱，对称转角形
楼梯，可迂回攀缘，登临塔顶。塔
刹呈盔形，远眺雄浑高峻，巍峨壮
观。各角挑檐系有铜钟，风摇钟
鸣，声震四野。

原有风铃因为是铸铁质地，
声音不清脆；且因重量过大，曾发
生坠落事故，对参观群众人身安
全造成了威胁，为此文广新局重
新订做了72个风铃，新风铃为铜
合金质地，不会碱锈，重量适中，
声音清脆悦耳。安装完成之后，在
一公里之外就能听到舍利宝塔的
风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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