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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岁女孩学舞蹈下腰致残
担责：
自己 60%，机构和老师 40%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陈栋
通讯员詹文莉 符月玲）近年来，因为少儿
学跳舞不慎受伤而导致腰椎脊椎受伤，
甚至终身瘫痪的案例屡见不鲜。近日，海
南一中院审结了一起某县青少年活动中
心、李某、欧阳某与吴某以及教育机构责
任纠纷案件。

痛心
9 岁女童学跳舞致双下肢截瘫
据悉，9 岁的吴某在位于某县青少
年活动中心的某舞蹈培训班学习舞蹈。
该舞蹈培训班为某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与
李某、欧阳某联合创办。
2014 年 3 月的某一天，吴某照常来
到舞蹈班上课，由舞蹈老师李某指导学
生先进行热身活动，后进行下腰练习。
吴某在做下腰练习时，倒在地上致双下
肢麻木，自行休息约半小时后，出现不
能行走的情况。吴某的监护人将其送至
某县医院治疗，后相继转至海南省人民
医院、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广东省人
民医院治疗。
经鉴定，吴某双下肢截瘫构成二级
伤残。由于各方当事人对赔偿事宜无法
达成一致，吴某于 2015 年向法院提起
诉讼。因各方当事人对于责任分担争议
较大，且需进行伤残等级鉴定、下腰动

作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
等，该案先后历时 4 年多，在经过一次发
回重审之后，最终于近期由海南一中院
作出二审终审判决。

二审
机构与老师被判承担 40%责任
海南一中院审理认为，本案事发时
吴某年仅 9 岁，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通过报名在开设于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某舞蹈培训班学习舞蹈，在练习舞蹈过
程中下腰时摔倒，后引发双下肢截瘫。
经过鉴定, 吴某双下肢截瘫的损害后
果与自身胸脊髓病变及下腰动作所致外
伤因素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下腰动作
是引发双下肢截瘫的原因力之一,故可
以认定本案属于无行为能力人吴某在教
育机构学习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情形，
而青少年活动中心、李某、欧阳某作为
教育机构一方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教
育、管理职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教育机
构一方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且，由
于青少年活动中心与李某、欧阳某均未
尽教育、管理职责，存在共同过失，与
某县发生摔伤而引发双下肢截瘫的损害
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共同
侵权，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鉴定意见，对于吴某双下肢截
瘫的损害后果，其自身胸脊髓病变的原
因力为主要因果关系范畴，下腰动作所
致外伤因素原因力为次要因果关系范
畴，因此吴某应对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
任，青少年活动中心、李某、欧阳某承
担次要责任。经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
度、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等因
素，确定吴某自行承担 60%责任，青少
年活动中心、李某与欧阳某承担 40%责
任。至于后三者的责任分担，根据各自
责任、作用、收益分配等因素考虑，确
定由青少年活动中心承担 30%责任，李
某与欧阳某各承担 35%责任，三者互负
连带责任。

法官提醒
法官提醒: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人
之常情，家长们都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
望，但是凡事不可操之过急，尤其对于需
要作出下腰、劈叉等高强度动作的舞蹈
培训班，应根据孩子自身条件谨慎地选
择，并随时掌握孩子的身体情况和学习
情况。幼儿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
在其单位学习、生活的孩子应该真正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相关人员还应有专业
的急救知识，以便在受伤之后及时救治，
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注意事项
1、不要让幼小的孩子一开始就练习高难
度的舞蹈动作，比如：
下腰、劈叉等。
2、练习舞蹈时，要时刻关注儿童安全情
况，防止突发事故。
3、孩子跳舞受伤后，尽量不要让孩子动，
要给予孩子正确的引导。
4、家长选择舞蹈培训机构时，要注意看
老师的专业素养，确保老师对于儿童安全，有
一定的急救能力。最后，家长们在送孩子去
学舞前要调整好心态，正确引导幼儿学舞，不
要拔苗助长。

陵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网络票选启动

大家快来为候选人投票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
（海南日报记者 丁平 特约记
者 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自
治县启动了 2019 年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将通
过树立榜样典型，激发广大党
员干部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的热情，鼓励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脱贫攻坚行动，激励贫
困户增强脱贫内生动力。评
选活动的网络投票环节于今
日正式上线，投票时间将持续
至 11 月 13 日。关注海南日
报或“陵水发布”微信公众号，
即可为候选人（企业）投票。

投票方式：
方法一：首先关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然
后进入公众号界面，点击右下角陵水扶贫菜单进
入“中共陵水自治县 2019 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评选
表彰活动”投票页面，选择想要投票的评选页，在
打开的页面中即可参与投票；
方法二：首先关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号，然
后进入公众号界面，回复：投票，系统会自动推送
出投票链接，点击进入即可参与投票；
方法三：首先关注陵水发布微信公众号，然
后进入公众号界面，点击下方“投票”菜单，在打
开的页面中即可参与投票。
据了解，
每个 IP 地址每天可投票 10 次。严禁
使用商业手段或通过其他不正当途径拉票、投票
的作弊行为，
一经发现，
将取消相关人选的票数。

评选内容：
此次评选分为网络投票和评委会评审两
个部分，根据网络投票（权重 20%）和评委会评
审（权重 80%）的计分方式，对各申报奖项按照
每项得分进行加权平均所得分数进行排序，
拟评选出“十佳帮扶企业”
“十佳帮扶干部”和
“十佳脱贫之星”。
“十佳帮扶企业”：
为参与陵水精准扶贫的
农业产业化企业、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小微企
业、
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中的先进典型；
“十佳帮扶干部”：为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结对帮扶党
员干部中的先进典型；
“十佳脱贫之星”：为不等不靠、主动脱贫
致富的脱贫户先进典型。

洋浦交警 2 天查处 32 起交通违法行为
等主干道部署警力，并安排专人在指挥中
心，对缉查布控系统实时监控，根据系统预
警的车辆及其行驶路线，通过对讲机向卡点
执勤民警下达拦截指令，在相应卡点进行逐
层拦截，形成以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实现
缉查布控，对查获的车辆执勤民警通过对讲
机向指挥中心反馈信息，经指挥中心核查车
辆状态、人员信息后，
执勤民警当场立即开具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张野）今年前三季度，海南橡胶实
现营业收入 90 多亿元，创历史新
高，在全省 31 家上市公司中排第
2 名，有望进入海南年度百强企业
前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200 多万元，环比增长 13.36%。
记者了解到，海南橡胶去年总
营收 67 亿多元，在海南年度百强
企业中排名第 13。
海南橡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今年海南橡胶的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资产规模等指标，位居国内天
然橡胶行业前列。其中，2019 年前
三季度 25 家基地分公司干胶总产量
7.8 万吨，同比增长 10%，自产胶营
业收入 9 亿余元。自产胶以外的营
业收入 81.12 亿元，
同比增长 132%。

央视专题片《教育强国》

缉查布控系统“给力”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张野）为
严厉打击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洋浦交警
充分发挥缉查布控系统的实战作用，全面提
升道路交通违法精准打击力度，避免车辆
“带病上路”而导致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
效了净化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全力预防和减少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行动中，洋浦交警在一号关口、北部湾

前三季度海南橡胶
营收 90 多亿元

处罚决定书，杜绝人情干扰，做到快速反应、
有效控制、高效处置的警务新模式。
同时，在执勤过程中，
要求执勤民警规范
执法，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取证，及时固定证
据。
11 月 5 日至 6 日共出动警力 146 人次，
警车 64 辆次，缉查布控有效预警 32 辆，共
拦截 32 辆，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2 起。

关注三亚学院
办学成就
南国都市报 11 月 7 日讯（记者
谭琦）6 日，三亚学院作为民办高校
亮相央视一套专题片《教育强国》，
片中关注了三亚学院办学 14 年来，
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智力贡献等方面的成就。
据了解，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和教育部联合摄制，旨在全面
反映新中国教育事业前进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