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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困惑
黄某有一辆 polo 小汽

车。黄某的朋友钱某要到郊

区办事临时借用小汽车，钱某

拿钥匙时，黄某告诉他汽车刚

做过全面检查，车况良好，要

钱某小心一点。钱某保证说：

“你放心，出不了事的，出了事

我负责。”钱某回城的时候喝

了点酒，与一辆车相撞，致使

对方车内的一名乘客死亡。

黄某是汽车的所有人，此事故

应当由他负责吗？

律师说法
本案中，黄某是汽车的所

有人，他将汽车借给朋友钱某

使用，黄某表示自己的车刚进

行了全面检查，车况良好，说

明黄某对于事故的发生没有

过错。钱某酒后驾车与另一

辆车相撞，造成交通事故，是

肇事时汽车的使用人。根据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

条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

形机动车所有人和使用人不

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

担赔偿责任。因此，应当由钱

某承担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四十九条 因租赁、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

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

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

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

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

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陈某在2016年5月入职南海

区某餐饮企业，入职后工作一直兢

兢业业。2018年5月1日，该餐饮

企业在陈某无任何违纪的情况下，

以陈某与同事不和为由，将陈某口

头辞退，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陈

某不服该餐饮企业的决定，提起了

劳动仲裁，但因陈某缺乏相应的书

面证据及相关人证等材料，仲裁委

仅支持了陈某要求企业支付未支

付的部分工资的请求，但并未支持

其要求企业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

求。

陈某不服仲裁裁决，找到镇总

工会申请法律援助。工会特约律

师详细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后，向

陈某提出了补充有关证据材料以

证明该餐饮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建议。陈某根据特约律师的

指引，找到了该餐饮企业之前发放

的工资单、企业人员手写的工资条

以及老板的录音后，工会特约律师

向南海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要求该餐饮企业向其支付赔偿

金。最终，法院采纳了工会特约律

师提供的证据和诉求，认定该餐饮

企业需向陈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部门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劳动

关系的解除是否合法及经济补偿

金的计算标准。针对双方劳动关

系解除，陈某提供了与老板对话的

录音作为佐证证据；而对方代理人

则提出认为是陈某主动离职未回

企业上班，最终以旷工理由开除，

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最终法院

认为，该餐饮企业解除与陈某的劳

动关系的行为，不属于《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九条企业单方解除的情

况，遂判决该餐饮企业需支付陈某

经济补偿金。南海区总工会，南海

区人社局提醒各位劳动者，请注意

保管好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表

等书证材料，如日后发生纠纷可以

及时举证，保障自身权益。

■相关链接
5月4日~5月31日，逢周六日，

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和南海区总工会联合

举办“和谐劳动你我他 同心携力

克时艰”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与

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价值500元实

物大奖、微信红包等丰厚奖品。本

次学法大赛实物大奖由华南公证

处提供赞助，详情可关注“南海普

法”“人社与你”、“南海职工家”和

“华南公证”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梁艳珊

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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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职工家 华南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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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困惑
村民甲欲从县城回家，因通往家的

最后一趟客车已出发，甲决定改乘其他

车次绕道回家。后来，甲拦下了一辆开

往乡镇的客车。甲上车后跟司乘人员

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要求他们免费搭乘

自己一段。该车司乘人员同意了甲的

要求。车行至半路发生了交通事故，甲

因站在门边被甩出车外，左腿摔断，被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甲出院后要求该

客车公司赔偿自己的损失，该客运公司

以未收甲车票，不需承担责任而拒绝。

那么，甲的损失该由谁赔偿呢？

律师说法
甲可以要求该客运公司赔偿自己

的损失。按照《合同法》的规定，经承运

人许可的免费搭乘的旅客，在运输过

程中发生意外伤亡的，承运人应当承

担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

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

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本案中，甲

经客运公司司乘人员同意搭乘该车，

客运公司此时就应当为其提供安全、

合理的服务，同样，对在运输过程中给

甲造成的损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

零二条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

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

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

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

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

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

的无票旅客。

现实困惑
去年寒假，小强放假回

家，由于没有买到火车票，只

能坐汽车回家。小强来到客

运站买票，客运站在出售车

票时并没有询问小强，就直

接将保险费搭着车票一起卖

给了小强。小强向售票员询

问，为什么没有问我就扣除

了保险费呢，售票员却说这

是对每一位旅客的安全责

任。请问，客运站的这种做

法正确吗？是否违反了法律

的规定？

律师说法
按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四条及第九条的有关

规定，车票附加保险销售必须

自愿，经营者不得强行要求消

费者接受搭售保险。因此，车

站搭售保险的行为违背了公

平交易的原则，侵犯了乘客的

选择权。乘客若遇强售保险

的行为，可以拒绝，也可向当

地工商部门举报。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四条 经营者

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

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

原则。

第九条第一款 消费者享

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

权利。

借用他人汽车，发生事故责任
由谁承担？2免费搭车发生交

通事故受伤，可
否要求赔偿？1

客运站在出售车票时向旅客
搭售保险，这种做法对吗？3

整理/珠江时报见习记者李阳

牢记五个小常识

？

进入初夏时节，人们的新陈代谢加快，心脑血液供给不足，

常使人烦躁不安，倦怠懒散。此外，夏天气温高，能量消耗大，营

养物质随汗液丢失多，体质虚弱者尤其是孩子和老人，如稍不注

意，就有可能感染疾病，影响健康。夏季保健与健康的关系极为

密切，因此，从初夏开始，我们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及时补充营

养物质，采取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以更好地度过夏天。

初夏时节气候干燥，人易上

火，因此口疮患者在这一时节会

陡然增多。出现口疮的诱因除

了干燥的气候，焦虑、紧张以及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摄入不足也

很有关系。症状严重的患者，应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局部烧灼、

涂抹口疮药膜和服用维生素B2

等方法进行治疗。

此外，初夏还要注意预防

流行红眼病。此病潜伏期短，

受感染后24小时内发病，自觉

双眼剧烈疼痛，畏光流泪，有异

物感。得了红眼病，一要防止传

染，二要及时治疗。患者的洗漱

和擦拭物品要专用，尤其在集体

场所，更要做好各项隔离工作。

预防红眼病的关键是一定要注

意个人卫生和眼部保健，少去

人多的场所，避免接触传染源。

很多人在夏天容易出现各

种各样的胃肠道问题，一方面

是由于入夏后人胃口自然变

差，消化功能受到天气影响；另

一方面，由于人们喜欢冰寒的

食物，使胃受到强烈的低温刺

激，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

从而影响胃肠道消化液的分泌，

导致生理功能失调。很多老人、

儿童以及消化功能不良者就往

往在夏季出现腹部疼痛、胃炎等

情况。

从养生方式来说，在夏季

养护脾胃，最好能多进稀食，吃

粥喝汤，既能生津止渴、清凉解

暑，又能补养身体。此外，新鲜

蔬菜水果能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水和无机盐。在食物中，清热利

湿的食物有西瓜、苦瓜、桃、乌

梅、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

这些都有一定的消暑作用。而

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食物，最好不

要急着吃，应在常温下放一会儿

再吃，且一次不要吃得太多，特别

是老年人、儿童及有慢性胃炎、消

化不良的人，更应少吃或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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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营养专家介绍，初夏天气比较干燥，人体每天

的进水量应达到2000~2400毫升。由于早上人体血

液浓度非常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早上起床后要做

的第一件事是喝一杯水。一天水分的补充和保持也

很重要，保持体内足够的水分可以清洗肠道，预防上

火。要注意的是，不宜用饮料代替水，汽水、果汁、可

乐等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及电解质，这些物质会对

胃产生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

多喝水、少喝饮料

2
夏季日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消耗

也大，容易疲劳。因此，夏季保持充足的睡眠，对于促

进身体健康、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首先应做到起居有律；其次应

注意卧室通风、凉爽；第三要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

“心静自然凉”；第四要有适当的午睡时间，夏季午睡

可使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得到放松，有利于下午的工

作和学习，也是预防中暑的有力措施。

随着气温的上升,人们

外出归来往往喜欢冲冷水

澡。由于人体在阳光下吸收

了大量的热,冷水澡会使全

身毛孔迅速闭合,热量不能

散发而滞留体内,引起高热,

还会因脑部毛细血管迅速收

缩而引起供血不足,头晕目

眩,重则还可引起休克。因

此,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出

汗,带走身上大量的热,然后

再洗澡。

保证睡眠充足

清淡饮食，但也不能拒绝荤菜。由于夏季人的胃

酸分泌减少，加之饮水较多，冲淡胃酸，导致机体消化

功能较弱，故饮食应清淡一些。应多吃营养丰富、气

味清淡之品，忌食油腻、煎炸及热性的食物。但是，清

淡不等于素食，素菜中虽然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及丰

富的维生素，但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因此，可适

当摄入一些瘦肉、蛋、奶、鱼以及豆制品，关键是在烹

调时多用清蒸、凉拌等方法，不要做得过于油腻。如

可取鲜嫩碧绿的荷叶，用开水略烫后，用来包鸡、包

肉，蒸后食用，风味别致、清香可口，有增进食欲之效。

中医认为，凡有苦味的蔬菜，大多具有清

热的作用。因此，营养学家建议，夏季经常吃

些苦菜、苦瓜等苦味食品，能起到解热祛暑、

消除疲劳等作用。夏天常食苦瓜汤或苦瓜菜

肴，能调和脾胃，清除疲劳，醒脑提神，对中

暑、胃肠道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其中，苦

菜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蔬菜，具有清凉解毒、消

毒排脓、去瘀止痛、防治胃肠炎等功能。食用

苦菜时，将它的根、叶洗净，可拌可炒可做汤，

味道苦中带香，是解暑开胃的佳肴，而且对肠

炎、痢疾等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此外，夏季出

汗较多，不妨喝点带苦味的饮料，啤酒、绿茶、

苦丁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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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要合理

苦味宜多食

少洗冷水澡

整理/珠江时报见习记者吴玮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