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决

海口琼山区人民法院审
理认为院孙某是多年男男同性
恋者袁应当知道在男男发生性
行为过程中没有保护措施传
染艾滋病的风险较大袁但孙某
仍在与叶某发生性行为过程
中擅自取下保护措施袁放任风
险发生袁 孙某主观存在过错袁
叶某也发生实际损害遥 而该案
关键在于叶某感染艾滋病是
否与孙某不采取安全措施的
性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遥 双方检

测呈阳性的结果是同一天送
检袁目前的医学技术方法难以
检测出艾滋病病毒的相互传
染源袁故法院只能结合现有证
据综合判断遥 判决孙某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 3 日内向叶某赔
礼道歉曰限孙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日内向叶某赔偿医
疗费 323元尧后续药费和营养
费 70000元尧精神损害抚慰金
30000元曰 驳回叶某的其他诉
讼请求遥

与同性发生关系后染艾滋
他起诉对方获赔10万余元 9月 12日 4时许袁薛某领潜入三亚市天涯区

新城路某酒店内盗窃遥 然而袁当接到报警的民警
到达现场时袁犯罪嫌疑人已逃离现场遥

民警调取监控及询问事主张先生后得知袁犯
罪嫌疑人是从酒店 6538房的阳台攀爬到张先生
入住的 6536房内实施盗窃的遥 当时袁张先生正睡
得迷迷糊糊袁突然感觉有人在床头翻东西袁他起
身一看袁发现一男子正站在床头遥 该男子发现张
先生醒来后袁立即将盗窃到手的一部苹果手机和
一块万国牌手表扔下袁 随即转身从 6536房的阳
台攀爬回隔壁 6538房后逃离现场遥
民警对案件分析研判后发现袁案发当晚犯罪

嫌疑人还有朋友入住该酒店遥 根据该线索袁民警
立即将犯罪嫌疑人当晚入住该酒店的朋友薛某
某尧蔡某某尧刘某某传唤回派出所接受调查遥
薛某某尧蔡某某尧刘某某等人供述袁犯罪嫌疑

人的外号叫野阿顶冶袁但他们都不知道野阿顶冶的真
实身份信息遥 民警通过排查袁锁定犯罪嫌疑人为
薛某领渊儋州人袁曾有抢夺前科袁2015年因抢夺被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冤遥

民警立即与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相关部
门对接并展开对犯罪嫌疑人抓捕工作遥但薛某领
行踪飘忽不定无法锁定袁只知道其大致活动范围
在天涯区芒果村一带遥 10月 11日 20时许袁民警
经过不懈努力袁在芒果村一小卖部内将犯罪嫌疑
人薛某领抓获遥 经讯问袁犯罪嫌疑人薛某领对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据了解袁9月 12日 4时许袁 犯罪嫌疑人薛某

领在三亚市天涯区新城路某酒店通过攀爬的方
式袁进入 6536房内实施盗窃遥 被发现后袁赶紧扔
下盗窃到手的手表和手机袁 快速爬回隔壁 6538
房遥 薛某领被张先生堵在房间内袁情急之下从阳
台攀爬下楼逃离现场遥
目前袁 犯罪嫌疑人薛某领已被警方拘留袁此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10 月 14日
晚上袁海口市民黄先生
准备搭乘海口公交集
团 36 路公交车回家袁
在候车亭候车时被一名
窃贼偷走了手机遥庆幸的
是袁 这一幕正巧被 22路公

交司机王少儒发现袁 他冲下车
帮黄先生追回了被盗手机遥

14日 20时 18分左右袁王少儒行车
抵达明珠广场公交站袁 还未靠站停车袁
便发现前方有一名男子正拿着铁夹准
备偷在候车亭候车的市民的手机遥 任
职多年的王少儒袁出于职业敏感袁便急
按喇叭警告袁 试图阻止该男子的偷窃

行为袁不料该名男子无视王少儒警告袁
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违法行为遥 王少儒
见该名男子已经作案得手袁立马靠边停
车拉好手刹下车追赶袁 大声呵斥对方院
野还不把东西拿出来浴 下雨天还出来干
这种龌龊的事情遥 冶

该名男子见王少儒追了上来便停
住了脚步袁在王少儒的要求下袁该男子
将手机归还给已经上了 36路公交车的
失主黄先生袁整个过程用时 2分钟遥 看
到失主拿回手机袁 为了不耽误市民乘
车袁王少儒便返回车内继续运营遥

记者从黄先生处了解到袁 当晚 20
时左右在明珠广场等 36 路公交车回
家袁手机被偷时并不知道袁等到上了公
交车袁听到有人在后面大声呵斥袁还以
为发生了什么事袁原来是自己的手机被

偷了袁 幸好被 22路的公交师傅发现并
帮忙追回遥 拿回手机后袁发现 22路公交
师傅已经返回车上继续运营袁没来得及
跟公交师傅说句感谢袁只能先记下车牌
号跟线路袁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袁黄先生
回家后拨打了 12345政府热线对 22路
公交司机进行感谢遥

06民生/热线 2020. 10. 16 星期五 责编/苏靖 美编/王琴

见到医生袁多多的妈妈满面愁
容袁说自己的孩子已经腹痛 1个多
月袁在老家的医院进行口服药物治
疗后袁一直不见好转遥最近袁多多的
体重不断减轻袁 腹痛更加严重袁多
多的妈妈便带着他来到海南省儿
童医学中心渊复旦儿科医院海南分
院尧海南省儿童医院冤就诊遥
入住中心普外科后袁经过腹部

CT检查袁多多的腹部有串珠样异
物遥该院中心消化科主任医师曾霞
会诊后袁明确诊断多多是儿童消化
道异物袁考虑到孩子的腹痛时间较
久袁要警惕异物存留时间过久致消
化道糜烂尧穿孔可能袁应紧急进行
胃镜检查进一步明确情况遥
很快袁在紧急进行了术前准备

后袁曾霞为多多做了胃镜下异物取
出术袁术中见磁力珠成串袁胃与十
二指肠壁穿孔遥 最终袁曾霞从多多
胃里成功取出了 31枚磁力珠遥
曾霞表示袁消化道异物是儿科

常见的急症之一袁也是儿童意外伤
害的主要原因之一袁6月龄至 6岁
为高发年龄段遥 尤其是 6个月到 3
岁的孩子袁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
什么都很好奇袁 但缺乏安全意识袁
常常是拿到东西就往嘴里放遥
儿童消化道异物各种各样袁最

多的当属硬币袁还有电池尧发卡尧纽
扣尧磁铁尧戒指尧笔帽尧拉链头尧玩具
等遥 这些异物一旦吞下袁会跟着食
物一起沿着消化道往下走袁因异物
硬度很大且形状各异袁往往不能像

食物一样正常通行袁以至于停留在
消化道里遥
若误吞硬币尧纽扣之类的普通

异物袁预估不能自行排岀的袁或者
有毒性尧腐蚀性的可以通过胃镜取
出遥若误服尖锐的异物则易损伤胃
肠道袁相对更危险袁比如铁钉尧螺丝
钉尧别针遥 如果这些异物被吞进肚
里应该及时通过胃镜取出来袁若异
物进入小肠就只能实施外科手术
了遥 而相对上面两类袁最危险的还
是磁铁袁它可以引起胃肠道穿孔遥
孩子可能吞下的异物有很多

种袁 临床能采取的解决方法也有
很多种袁 但最重要的是预防消化
道异物袁 这才是伤害最小的解决
方法遥

6岁男孩腹痛一个多月
胃里取出 31颗磁力珠

事发三亚一酒店

住客凌晨惊醒
床头竟站个人
男子攀爬入室盗窃被拘

法庭上袁孙某辩称袁当时
两人在某社交软件上认识袁简
单沟通后袁叶某应约前往他的
住处袁到达住处短暂交流几分
钟后袁双方未能形成发生性关
系的合意袁叶某便离开遥 几分
钟后袁叶某通过 APP平台聊天
回复同意发生性关系袁 为此袁
叶某再次返回住处与他发生
性关系后自行离开遥

孙某称袁他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袁因为他与叶某均系有同
性性取向经验的特殊人群袁
HIV渊艾滋病病毒冤抗体确证存
在诸多复杂因素袁 叶某 2019
年 9月 27日的 HIV确证与他

无必然的因果关系遥 与此同
时袁他也是受害者遥

经向海口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了解袁目前他与叶某已
分别向该中心免费申请 HIV
抗体药物袁并固定持续接受服
药遥 国家对艾滋病实施免费治
疗袁 故叶某诉求支付医药费尧
营养费应不予支持遥 此外袁叶
某诉求因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产生的医疗费 645.26元袁属于
叶某自身感冒引起袁他不予承
担遥 叶某诉求赔礼道歉及精神
损害抚慰金 100000元袁 也没
有事实依据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孙某
与叶某均是野同性恋冶袁在发生性关系过程中袁孙某未经叶
某同意摘掉安全套袁导致叶某感染艾滋病袁叶某向法院起
诉遥 近日袁海口市琼山区法院判处孙某向叶某赔偿 10万
余元袁并赔礼道歉遥

2019 年 7 月 21 日 21 时 40
分许袁 孙某通过某手机社交软件
与叶某沟通袁 邀请叶某前往其住
处见面袁因刚刚认识袁叶某便婉言
谢绝遥但是孙某穷追不舍袁声称来
其住处野只是聊聊天而已冶遥
当晚 22时许袁叶某到达孙某

住处袁刚见面袁孙某便提出发生性
关系的请求袁 叶某予以拒绝遥 23
时许袁 叶某提出离开袁 但孙某劝
阻袁 且再一次提出了发生性关系
的请求袁叶某起初仍不同意袁但顾
虑无法脱身袁 便向孙某说院野我是
健康的袁每 2-3个月我都会去做
艾滋病毒检测袁你不要害我遥如果
要发生性关系袁 一定要有保护措
施袁否则绝对不行遥 冶
孙某不仅向叶某承诺其身体

健康袁 也允诺一定会做好保护措
施遥后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袁叶
某一再提醒孙某要有保护措施袁
但孙某仍为一己私欲在叶某不知
情的情况下摘掉保护措施并将精
液留在叶某体内遥

2019年 8月至 9月期间袁叶
某一直有感冒发烧尧腹泻的症状袁
9月 24日再次检测艾滋病毒袁并
于 9月 27 日最终确诊艾滋病毒
呈阳性遥 叶某也要求孙某立即去
做艾滋病毒检测袁 最终孙某也确
诊艾滋病毒呈阳性袁 且与叶某的
病毒名称尧个数均一一对应遥
孙某系 野同性恋冶 多年袁但

一直未定期进行艾滋病毒检查袁
虽然并未有主观上故意传播艾
滋病毒的行为袁但应当预见其为
一己私欲摘掉保护措施并将精
液留在叶某体内袁会发生侵害叶
某合法权益的结果遥 叶某多次联
系孙某协商赔偿事宜袁但双方始
终无法对赔偿的最终费用达成
一致遥

对此袁叶某向法院起诉袁请求
法院判令因孙某导致他感染艾滋
病病毒后每月支出的医药费尧营养
费以 10 年为一个赔偿周期计
321600 元 尧 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00元以及向他当面道歉等遥

与我无必然因果关系

被告向原告道歉并赔偿

对方摘掉保护措施，致他感染艾滋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吴英艳 通讯员
苏丽娜冤 15日袁商报
记者从海南省妇女
儿童医学中心渊复旦
儿科医院海南分院尧
海南省儿童医院冤获
悉袁该院近日接诊了
一名 6 岁多的患儿
多多渊化名冤袁腹痛一
个多月未见好转袁到
医院检查后真相令
医生和家长诧异袁孩
子胃里竟然有 31枚
磁力珠噎噎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谢佳宁 通讯员 白英奇 摄影报道冤
10月 14日袁记者从三亚警方获悉袁三亚
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三亚湾派出所在分
局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袁成功破获一起盗
窃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薛某领遥 目前袁
犯罪嫌疑人薛某领已被警方拘留袁此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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