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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 月 26 日上午 8 点半
左右，一辆小轿车沿新北区河海
东路，由东往西行驶到河海大学
北门附近时，右拐弯到北侧非机
动车道，然后停在路边，驾驶员
随后开车门准备下车。

车门刚打开，一名骑电动车
的老人经过，连人带车一头猛地
撞在轿车驾驶室车门上，老人倒
地受伤，受伤的老人几天后经抢
救无效身亡。

后经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
朱某没有在规定地点停车，并且
开车门妨碍了其他车辆的通行，
存在严重的违法过错，负事故全
部责任。

据朱某交代，当天他开车去
上班，途经事发地时，准备临时
停车去买早餐，虽然路边有停车
位，但他并没有将车停到停车位
内。

朱某说，他在打开门的瞬
间，看了一下左侧路面，看到有
一辆电动车过来，让他过去之
后，然后再开车门。没想到，后
面还跟着一辆电动车。结果，在
打开门的瞬间，就撞上了。

事故发生后，朱某赔偿了老
人家属 66.8 万多元，取得了对方
的谅解。后朱某因涉嫌交通肇
事罪，被起诉到法院。

新北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朱
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停
车开启车门时妨碍其他车辆正
常通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
成 1 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
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最终，法庭
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朱某有期徒
刑1年6个月、缓刑2年。

因开车门小小的一个疏忽，
导致了一条生命的逝去，自己也
被判了刑。朱某的教训令人痛
惜又让人深思。而近年来类似
因开车门不当所引发交通事故，

造成人员伤亡的案例屡见不鲜。
2016 年 1 月 30 日，在天宁

区郑陆镇大街上，陆女士骑电动
车经过河横路三河口线路口附
近时，有一辆灰色小轿车突然停
在路边，而且轿车还没停稳，坐
在左边后座的乘客猛地打开车
门。骑车的陆女士猝不及防，被
小轿车突然打开的车门撞倒在
地，更不巧的是，又遭到紧跟而来
的另外一辆小轿车碾压。后因伤
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2016 年 9 月 19 日，钟楼区
康佳绿地世纪城幼儿园门口，一
名家长将车停在幼儿园门口的
机动车道上，由于没有看一下车
后就直接开车门。当时，一名女
子骑电动车上了机动车道，刚好
跟在这辆轿车后面。结果电动
车直接撞到门上，女子连人带车
摔倒在地，当场受伤。受伤的女
士被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
死亡。

2016 年 12 月 12 日，在市第
二人民医院门口的周线巷，驾驶
员曹某开车准备驶入二院停车
场，坐在后座的曹某家人开车门
时，直接带倒了后方同向行驶的
骑电动车男子。导致骑车人受
伤，电动车卡在汽车底盘下。

2017 年 1 月 5 日下午，在市
区晋陵中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
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副驾驶车位
的车门突然打开，撞倒了旁边骑
电动车的一名男子，导致电动车
车主摔伤。

近年来，随着道路车辆的不
断增加，“开车门事故”逐年呈上
升趋势，而医院、小区、银行、学
校、超市等车流量大、需要排队
通行的地方，以及一些支小路
段，机动车停车后给非机动车穿
行留下一定空间的地方，尤其容
易发生这类事故。

停车开门撞人事故，并不鲜见

3 月 15 日上午 8 点左右，在常州
经开区管委会门口的一条马路上，一
辆小汽车在路边停车后，驾驶员开车
门时，车后一辆电动车猝不及防，一
头撞上打开的车门。骑电动车的一
名 50 岁左右的女子当场摔倒在地。

眼看女子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汽车司
机在附近一名保安帮助下，找来一张
椅子，两人将女子扶着坐在椅子上。
女子称，身体右侧从腿部到肩膀疼痛
难忍，不能动。司机一边报警，一边
联系救护车赶赴现场。

停车、开车门、下车，看似平常的
动作，每个人都会。但是就是这样的
小事稍有疏忽，极可能引发事故。我
市曾有一位司机就因为开车门不注
意，导致他人身亡。司机不仅赔偿了
66万多元，还被判了刑。

一个看似无意的小动作，不仅
会伤人，还可能触犯刑法，这里面
究竟是什么门道呢？本期的法治
大讲堂邀请江苏苏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新燕为大家讲述这里面的
法律问题。

有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

停车开门撞了人，严重的可能被判刑

随着汽车逐步进入人
们生活，开车门，这个很多
有车一族平时最常见的动
作，为何会触犯刑法呢？

在朱某的案件中，法院
最后以交通肇事罪对朱某
进行定罪量刑。对此，江
苏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徐
新燕解释说，交通肇事罪，
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
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
为。

“这个罪和一般意义上
的刑事犯罪不同，因为该罪
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说，驾

驶员是在过失的情况下才
造成了刑事犯罪结果，而不
是故意的行为。”徐新燕说，
一般情况下，在交通事故中
造成一人死亡的后果，并且
是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主
要责任的，才可能构成交通
肇事罪。如果没有造成他
人死亡后果的，如仅仅是受
伤等情况，一般都不追究刑
事责任。

“但如果驾驶员有其他
情况，比如酒后驾车、没有
驾驶资格、超载等情况驾车
的情况下，只要造成一人重
伤以上的后果，就构成本
罪。”徐新燕说。

据徐律师介绍，因开车

门而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
的，不仅仅是驾驶员，车上
的其他人员也可能构成犯
罪。如副驾驶或者普通乘
客因为开车门而疏于观察
周边情况，导致了这种危害
结果的发生，也可能构成交
通肇事罪。

据了解，在 2015 年时，
我市武进区法院曾处理过
一起类似案件，当时开车门
的是坐在副驾驶的乘客，因
疏于观察路况，在开门的瞬
间，撞倒一辆行驶中的电动
车，导致骑车的一名女子摔
倒身亡。后这位开车门的
乘客也因犯交通肇事罪被
追究刑事责任。

而且，不仅仅是驾驶员，乘客也可能成为被告人

停车开门引发事故，可能会犯交通肇事罪

在开车门而引发的交
通事故中，除了上述讨论的
追究刑事责任外，大家最关
心的就是由此引发的人身
损害赔偿问题。

众所周知，如果是机动
车驾驶员因开车门引发事
故，因为很多车辆都购买了
保险。在这种情况下，车险
中商业险部份肯定要对受
害人进行赔偿。

但如果是乘客开门引
发事故，那么这个赔偿会怎
么处理呢？对此，徐新燕律
师认为，这个要看交警部门
出具的交通事故的责任情

况。如果是乘客负全部责
任，则保险公司只在交强险
范围内适用驾驶员无责任
赔偿标准进行赔偿。在商
业险范围内，保险公司则一
般不予赔偿。这是因为，商
业险的赔偿对象是被保险
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显然
不包括乘客。如果在事故
责任认定中，驾驶员也有责
任。那么保险公司除了在
交强险范围赔偿之外，还会
按照驾驶员责任的大小，在
商业险范围内对超出交强
险部分按责任进行赔偿。

大家知道，目前我国车

险中，交强险范围最多只有
12.2 万元。如果交通事故
导致的损害超过了这个范
围，对于那些负全责的乘客
可能要自掏腰包了。

但对于这方面的赔偿，
目前全国范围内也有一些
不同的观点和做法。比如，
有一些法律人士提出，不论
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保险
保的是具体的某一辆车，而
不是某一个人（驾驶员）。
因此，如果是乘客开车门导
致车外的人受伤或死亡的
情况下，商业险部分，也可
以要求进行赔偿。

乘客开门致人受伤，商业险怎么赔？

1. 车子停路边，停稳再
开车门，开车门时要集中精
力。

2. 司机要提醒乘客小
心开门。司机先看内后视
镜，确认后方有无行人、来
车，再看外后视镜，确认侧
面安全。

3. 无论是司机还是乘
客，开门时别猛地一把推出
去。要先开一条小缝，查看
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再开门

下车。
4. 开门下车后，不要只

顾离开，应随手关门。
5. 如果条件允许，请尽

量选择从右侧车门下车。
停车时，为警示他人，驾驶
人可打开双跳灯作提醒。

6. 对于驾驶员来说，最
好养成用右手开车门的习
惯。因为用右手开驾驶室
一侧车门时，身体会左转，
这时可以通过后视镜观测

到车后情况。而且，右手开
车门时，速度较慢，力量相
对较小，可以有效避免危险
发生。

靠边停车开车门时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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