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当韩宏东父母走投无路
时，经老乡介绍，他们来到北京致
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寻
求帮助。听完两位老人的哭诉，虽
然时福茂、 于帆两位律师同样认
为该案办理难度较大， 但仍然决
定为其提供援助， 并办理法律援
助手续。

“韩宏东家在河北，去世地点
在武汉， 当时负责执乘的列车属
于石家庄铁路段管。因此，他的父
母没有想过到北京打官司。 ”于律
师说， 援助中心也面对一个申请
人在外地、死亡事件发生在外地，
位于北京的援助中心律师如何援
助的问题。

经过查阅资料和认真分析，
于律师找到本案可在北京诉讼的
充分理由， 即本次列车管辖路局
为北京铁路局。

据此， 两位律师从当事人利
益及本案特点出发， 决定以铁路

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起诉，并
写明诉讼请求：1、 依法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死亡赔偿金 ：52859×
20×30%=317154元 （2015年度北
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859元，20年、30%计算）、 丧葬
费 ：7086×6=42516元 （以2015年
度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
7086元 ，6个 月 计 算 ）、 医 疗 费
3106.44元、交通费728元、精神损
害抚慰金3万元等，各项费用共计
389766.44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

立案时， 法官收下了材料，
此后却没有了音讯。 经查， 竟然
是一部分材料不见了。 于律师只
得再次提交， 这一次总算立上案
并转审判庭了。 然而， 这只是维
权的开始。

2016年7月15日，北京铁路运
输法院开庭审理本案。 韩宏东的
父母、姑姑、妹妹、侄子、侄女都从

老家赶来参加审理， 法官对当庭
人员一再进行告诫， 如果情绪激
动将择日再审。

“分析原被告双方的意见和
证据之后， 可知韩宏东与铁路局
建立了客运合同关系， 其乘车期
间突发急病因铁路局未尽到及
时、尽力救治的救助义务，致韩宏
东失去有利的抢救时机， 最终导
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对此，铁路局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对韩宏
东的父母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 时律师说。

铁路局提出四点抗辩意见：
其一， 韩宏东死亡的直接原因是
疾病而非铁路部门有任何侵权行
为；其二，铁路是运输企业不是医
疗机构， 其不能判断韩宏东的疾
病进程；其三，在韩宏东发病后，
铁路部门进行广播找了医生，并
且给其另外安排坐席， 是其不下
车延误了诊治；其四，铁路部门承

担的是运输任务， 不能让乘客韩
宏东中途下车， 在其死亡过程无
过错。由此，铁路部门不应对韩宏
东之死进行任何赔偿。

于律师问铁路局代理人：“什
么证据能够证明你们所说这些？ ”
对方说：“证人证言呀！ ”

由于案件涉及的四位证人无
一人到庭作证， 所以， 于律师提
出， 上述证人证言为此不能作为
认定事实的依据。

接下来， 铁路局代表称列车
员曾多次敦促韩宏东下车治疗，
但是， 在其提交的录音中没有一
个字能够反映韩宏东拒绝下车就
诊的事实。

该案经过两次庭审， 法官询
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能够调解，韩
宏东父母同意，铁路局不同意。

2016年10月28日， 在第三次
庭审中，一审法官当庭宣判：驳回
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从发病到严重，从病危到不治，年仅24岁的韩宏东整整在列车上熬过了7个小时。 他去世后，其父母亲属先后找
到铁路段、铁路局并以其违反《铁路法》第10条规定未保证乘客安全为由索赔389766.44元。

然而，铁路局以死者死于疾病、在车上已为其广播找医生为由进行抗辩。 一审法院也依据《合同法》第291条规
定，驳回韩宏东亲属全部诉讼请求。

记者7月15日获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构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并认定铁路局虽尽到一定的救助义
务，但未能尽到“及时、尽力”的救助，故最终判决铁路局向韩宏东父母赔偿165529.57元。

昌平区司法局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杨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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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沈女士是某保险公司职

工 ， 担 任 培 训 专 员 一 职 。
2016年3月， 沈女士以怀孕 ,
医院建议保胎为由， 提出病
假申请， 单位批准后， 沈女
士逐月、 连续不间断向公司
递交假条 ， 直至2017年4月
哺乳期满 。 沈女士休假期
间， 由于其所承担的工作责
任较重 ， 岗位无法长期空
缺， 保险公司遂招聘了一名
新职工从事培训专员工作 。
2016年4月 ， 沈女士以身体
康复为由要求复岗上班。 公
司称， 由于其长期休假， 原
岗位已经被其他职工取代 ，
遂安排其去办公室从事文员
工作。 沈女士不予接受， 坚
持要到原岗位工作， 双方均
不妥协。 沈女士来到沙河法
律援助工作站询问自己能否
回到原岗位。

【法律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40条第

3款规定，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
成协议的， 用人单位提前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
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
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这里的“客观情况”是指
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
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
履行的其他情况。 职工长期
请假导致其工作岗位被其他
职工取代， 属于 “客观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原工作
岗位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 。
在这种情形下， 用人单位可
以与劳动者协商变更工作岗
位。 休假职工同意变更的 ，
按照新的岗位履行双方的权
利与义务； 如果休假职工不
接受变更的， 用人单位可以
根据上述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 但在解除劳动合同时 ，
根据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沈女士长期休假导致其
工作岗位被其他职工取代 ，
在其复工时， 保险公司可以
提出变更工作岗位。 如果沈
女士不接受岗位变更， 保险
公司可以解除双方的劳动合
同， 但是应当依法支付经济
补偿。

需要注意的是， 劳动者
行使正当休假权利时， 用人
单位应当尽量通过其他职工
兼任或临时顶岗的方式将休
假职工的工作推进下去， 避
免使用招聘或调动新职工从
事休假职工岗位工作的方
式。 如果确实需要招聘或调
动新职工从事休假职工的工
作， 在为休假职工调整工作
岗位时， 调整后的岗位应与
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技能相
适应， 保持一定的合理性。

长期请假公司能否
更换员工工作岗位？未尽及时救助义务 铁路局赔偿16万

年轻旅客列车上突发疾病7小时后死亡

韩宏东出生在河北省邢台
市的一个小山村， 父母都是面朝
黄 土 背 朝 天 的 庄 稼 人 。 他 自
小 热 爱学习 ， 一直是品学兼优
的学生。

2015年， 韩宏东以全校第一
名 的 成 绩 考 入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攻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生
入学体检时， 他的各项身体健康
指标均为良好， 且无遗传病和过
敏史。 村里人知道这一消息后，
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老韩家的
儿子这么有出息， 日子肯定会越
过越好！”

2016年 2月 22日是元宵节 ，

意外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一天。
当天下午13时50分， 韩宏东

登上从广州开往石家庄的Z90次
列车回家。 此前， 他来广州是应
朋友之约到南华寺祈福的。 因朋
友失约未能一同前往， 他办完事
后独自一人坐车回家。

行车过程中， 韩宏东时而翻
看着书籍， 时而瞭望窗外， 心情
十分愉悦。 可是， 时至下午5点
30分左右， 他突然面如蜡纸， 剧
烈呕吐。 周围的乘客急忙叫来列
车员， 经过一番询问， 他也说不
清是怎么回事。

列车员通过广播寻找医务人

员， 两位自称是医务人员的乘客
对韩宏东进行了简单的检查， 认
为他是低血糖症状， 建议列车员
准备一些糖水让韩宏东喝。 而他
喝完后也没见好， 还一直蜷缩着
身体说难受。

这时， 窗外像泼了墨一样变
得漆黑。

当晚22时27分， 列车长与韩
宏东的同学进行联系， 告知韩宏
东病危， 让其转告韩宏东家属。
22时42分， 列车员拨通韩宏东家
人的电话告知情况， 韩宏东也与
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 此次
通话， 列车员开启了录音功能，

记下了韩宏东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韩宏东

丧失意识 。 120急救车的记录 ，
也记载 “病人失去意识”。 2月23
日零时45分列车到达武昌站， 韩
宏东于凌晨1时10分被送往武汉
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3时42
分被宣布死亡。

韩宏东是父母唯一的儿子，
2016年是他考上研究生后过的第
一个春节。 其父母的最大的希望
就是儿子健健康康， 可是， 一个
活生生的大小伙子仅仅发病7个
小时就没了， 全家人一时不知道
该怎么办？

韩宏东的姑姑算是父辈中的
文化人， 她认为， 发生这样的事
情， 铁路部门或多或少总有一定
的责任。于是，她找到石家庄铁路
段要求赔偿。刚开始，她还能见到
领导。 后来，就见不到人了。

为此， 她只能在上班时间直
接到办公室找领导。找了几个月，
她得到的答复是： 铁路方面没有
任何责任，不能赔偿一分钱。其理
由是：在韩宏东发病时，他们在车
上广播了也找了医生， 已做到仁

至义尽了。
她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

就继续找。后来，铁路段领导同意
支付1万元对韩宏东家属进行补
偿。可她觉得，这样的补偿跟没有
一样，甚至不如不补偿。

于是， 韩家人决定起诉铁路
部门。但是，他们找遍省城的大小
律师事务所， 没有一位律师愿意
承接此案。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
这些律师一是怕打不赢官司，二
是觉得对手太强大，没法打官司。

2016年11月11日， 韩宏东父
母收到一审判决书。 11月15日，于
律师帮助其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

为扭转不利局面， 于律师计
划在通过四个推翻、 强调一个遗
漏、列举六项规定、明确法律适用
来否定一审判决。

于律师说， 第一个要推翻的
是一审判决认定韩宏东系自身疾
病导致死亡。 其做法是： 分析发
病时间及救护车到达时间对病情
变化的影响， 证明存在病情被拖
延救治的事实。 分析发病早期症
状及救护车到达时症状， 证明因
未得到及时救治错过最佳抢救时
机。 分析发病初期救治与呼吸心

跳骤停的关系， 证明列车到达长
沙站， 即发病早期如得到救治而
非漫长拖延将有可能挽回逝去的
生命。

第二个要推翻的是一审判决
铁路部门广播找医生就是尽了救
治义务的认定。 铁路局称两名医
务人员听到广播后来到韩宏东
处， 而这两名证人不仅未到庭作
证， 甚至连拨打的电话都无人接
听或否认为本人。 因此， 铁路局
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尽到了救
治义务。

第三个要推翻的是一审判决
对病情加重是在当晚的22时的认
定。 列车在长沙站开车时间为21
点23分，此时，铁路局称“长沙开

车后发现旅客再次呕吐”，而一审
认定 “22时左右韩宏东身体仍然
不适”。 这期间相差半个多小时，
对危重病人来说， 延误每分每秒
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第四个要推翻的是一审法院
在 铁 路 部 门 劝 说 下 韩 宏 东 拒
绝 下 车事实认定 。 以铁路局提
交的录音证据为证， 整个录音没
有韩宏东任何拒绝下车的字眼及
意思表示。

一审判决仅提及韩宏东被救
护车接走， 但对是其被抬下列车
及此时已进入病危状态之字未
提，明显属于遗漏重要事实。而该
事实恰恰证明了铁路局的过错。

据此， 于律师计划提出六项

法律及铁路运输服务规定， 指明
铁路部门违反 《铁路法》 第10条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保证旅客和
货物运输的安全”、 《铁路旅客
运输管理规则》 第153条 “旅客
或开票人员在站内或列车上发生
急病时， 应立即送医院抢救” 等
规定， 将铁路部门未履行救治责
任义务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法官
面前。

二审开庭时， 于律师的辩护
意见被法官采纳。 法院经审理认
为， 本案构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
任的竞合， 认定铁路局尽到了一
定的救助义务，但是未能尽到“及
时、尽力”的救助。 最终判决铁路
局向韩宏东父母赔偿1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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