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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一天，吉林省永吉县幼儿颖颖
（化名） 因发热到永吉周永良诊所就
诊输液，随后 被 送 至 心 心 幼 儿 园

（化名）。据园内监控视频显示：约
9 时 52 分，颖颖出现呕吐，此时幼
儿园方面未有人处理。随后时间
段，颖颖有少量走动。约 11 时 10
分，视频中颖颖俯卧于炕中偏右位
置且后背可见反复起伏。约 1 分钟
后，幼儿园教师将其抱起，颖颖未
有动作反应。幼儿园教师及园长马
子 淇 即 对 颖 颖 拍 打 后 背 、 抠撬口
齿，同时拨打电话。约 11 时 17 分，
颖颖被抱出后送至医院抢救。当日
11 时 25 分，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
局有限公司总医院先予抢救，约5—
6 分钟后，送至永吉县医院，11 时
50 分颖颖于永吉县医院经抢救无效
死亡。

经司法鉴定，颖颖死因为“呼
吸道阻塞窒息”。永吉周永良诊所对
颖颖的诊疗及颖颖的死亡，经吉林
市医学会鉴定，被认定为“一级甲
等医疗事故，永吉周永良诊所承担
轻微责任”。

一审败诉：

驳回颖颖父母诉讼请求

案件发生后，颖颖父母马某、
刘某状告心心幼儿园，一审法院吉
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认为案件的焦
点为幼儿园是否已尽到教育机构的
监管责任。

综 合 当 事 人 的 举 证 ， 颖 颖 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入园后，一直未脱
离幼儿园监管，可通过视频分辨出
于约 9 时 52 分及 11 时 10 分发生呕

吐，而结合呕吐前后颖颖走动等反
应及鉴定意见，11 时 10 分呕吐应
属危及生命。此时，心心幼儿园方
面采取了拍打后背等措施，并随即
送至医院抢救，过程中未见时间延
误。且本案唯一与颖颖死亡因果关
系存在关联的证据为司法鉴定意见
书，该意见书认定关于颖颖的死亡，
永吉周永良诊所承担轻微责任、属
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基于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颖
颖父母马某、刘某的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由马某、刘某负担。

二审反转：

幼儿园承担30%赔偿责任

二审中，未提供新证据，结合
当事人的陈述及一审诉讼期间提供
的证据，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
院进一步确认了更多事实。

该院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
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本案中，颖颖死亡时不满三周
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正
处在成长发育阶段，因其年幼单
纯，身体对外界侵扰的抵抗能力和
自身免疫系统都很差，对事物的判
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也很差，特
别容易受到伤害，属于弱势群体，
需要特别的重视和关爱，并应给予
特殊保护。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 的规定，保障儿童人身
安全是教育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
即自儿童家长将儿童交给教育机构
时起至将儿童从教育机构接走时止
的整个期间，教育机构均负有教
育、管理职责。

颖颖被送入心心幼儿园后，开始
表现较为正常；但经过一段时间后，颖
颖的表现开始出现明显异于其他正常
儿童的情况，具体表现为活动量减少、
趴在炕上长时间基本不动，甚至还出
现了呕吐、抽搐等症状。

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心心幼
儿园的监控视频显示，虽自颖颖入
园开始即有教师在其身边，但该教
师基本处于坐在炕上、倚靠在墙边
摆弄手机的状态。即使如心心幼儿
园的主张，颖颖的母亲刘某在将颖
颖送入幼儿园时未告知颖颖身患疾
病的情况，但心心幼儿园的教师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
的生活常识及经验，特别是其作为
幼儿园教师，在教育、管理儿童方
面更应具备超出常人的能力，其应
当看出颖颖的状态明显不同于其他
正常儿童，此时即应引起其关注并
对颖颖予以特别照顾，但其完全漠
视颖颖出现的各种异常状态，其间
除为颖颖擦拭过呕吐物外，并未采
取其他措施。

直至 11 时 11 分左右，心心幼
儿园教师才将颖颖抱起。而此时，
从视频可以看出颖颖已经基本处于
无意识状态，无法自行站立。心心
幼儿园虽马上将颖颖送往医院抢
救，但明显已经延误救治时机。心
心幼儿园此前的不作为行为完全可
以认定为其未尽到管理职责，具有
明显过错，应当对颖颖的死亡后果
承担一定的责任。

鉴于心心幼儿园系未履行管理
职责，周永良诊所对颖颖的诊疗行
为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颖颖的
死因为“呼吸道阻塞窒息”，故该院
酌 定 心 心 幼 儿 园 承担 30%赔偿责
任。马子淇系心心幼儿园的园长，其
在本案中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并
非个人行为，履行职务行为而产生的
相应法律后果应由心心幼儿园承担。

本案涉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为
518926.20 元 ， 心 心 幼 儿 园 承 担
30% 责 任 ， 即 应 赔 偿 数 额 为
155677.86元，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
金2万元。

本 报 记 者 常 晶 据 本 案 编 辑 整
理，感谢由教育部政策法规司、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中国
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共同主办
的中国司法案例网·教育案例库对
本栏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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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我园开展了与留守儿童结对活动，
我结对的“爱心宝宝”是苗苗（2）班的希希小朋
友——一个干净而文静的小女孩，她想念爸爸
妈妈时常常会泪流满面，但不哭出声音。第一
次看到她，我就喜欢她，有忍不住去抱抱她、亲
亲她的冲动。可是，当她的教师向她介绍我是
她的“爱心妈妈”时，她没有别的小朋友的那种
兴奋，在我和她拥抱时，我感觉到了她的抵触。

捍卫妈妈的唯一地位

从希希的外婆那儿我了解到，希希的爸爸
妈妈在上海的一所军事院校当教师，本来希希
是在上海生活，但是这两年爸爸妈妈要出国攻
读博士后，所以照看希希的任务就交给了外公
外婆，希希也回到了鄂州。

怎么样才能让希希接受我对她的喜欢呢？
一连几天，希希午睡起床后我都去帮她整理衣
服，让她熟悉我。几天过去了，她还是不理睬
我，不与我说一句话，甚至有时还用眼睛瞪
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月。

有一天，我与她带班教师一句无意的话
语，却打开了我们之间的僵局。我对她的带班
教师说：“希希并不希望我是她的妈妈，她的
妈妈在上海啊！”一旁的希希连忙说：“我的妈
妈国庆节回来了，可是她又走了！”

希希终于在我面前开口说话了，我高兴地
对她说：“我不是你的妈妈，我知道你爱你的
妈妈，你的妈妈也爱着你，你也不用喊我妈
妈，但我们俩是好朋友，行不行？”

希希听了我的话，微笑着点点头，第一次主
动地偎在我的怀里。我抱紧了她，她也抱紧了
我。我欣慰，孩子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我！

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孩子也不例
外；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捍卫内心世
界的执着坚守。希希用她无声的反抗，捍卫心
中妈妈的唯一地位。我们在说要走进孩子心灵
的同时，总爱主观地将我们认为是美好的东西
硬塞给孩子，不管他们是否也觉得是美好的，
不管他们是否乐意接受。有时，我们的初衷是
善良的，给孩子带去的心灵感受却是无情的。

爱孩子得到更多的爱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年三十的傍晚五点
钟，希希远在以色列的妈妈给我打来电话，给我
拜年，谢意连连。她说希希很高兴地告诉她，幼
儿园里园长很爱她，那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兴
奋，让远在国外的她都能感受到女儿的快乐。

电话里，我完全被希希妈妈那份对女儿的
牵挂之情所感动。我告诉希希的妈妈：希希深
深而懂事地爱着自己的妈妈，捍卫着妈妈在她
心里的地位！我是希希在幼儿园里的大朋友，
希希刚开始拒绝我，到现在接受我，她这一心
理的改变，快乐着她，也快乐着我。希希妈妈
说女儿的变化，让她在国外学习非常安心。听
了希希妈妈的话语，我也开心了起来！

更让我感动的是，正在我们一家人吃年夜
饭时，希希的外公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是希
希要给我拜年，老人在电话那头的那份真情，
让我回味良久。我流下了幸福快乐的泪，我告
诉我的爱人和儿子，作为一名幼儿园教师，我
的幸福就在于此。

回想着一直以来我为希希所做的一切，只
是因为初次见面时，看到年仅三岁的希希眼中
的那份不易觉察的落寞，出于母性的那种善良
而不由自主的关注，只想给希希一些阳光让她
灿烂起来，没有想到希希的家人如此看重。

希希让我感受到职业价值

昨天早晨我在幼儿园大门口值班，远远看
见兴高采烈的希希向我奔来，紧紧地抱着我，
轻轻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蹲下身体，
对她说：“明天我陪你过生日，好吗？”希希高
兴地一直点头，站在旁边的外公外婆开心地连
声说着谢谢，但老人家的眼里噙着泪。我拍拍
外婆的手说：“您二老放心。”

今天上午，我带着给希希准备的小礼物
（一本绘本、一盒彩笔），来到她的班级。看到
我，如同公主般打扮的希希，脸上洋溢着骄傲
的笑容，紧紧地抱着我。自从希希从心里接受
我这个“朋友”后，每一次的见面我们都紧紧
地拥抱，每一次我都陶醉于这一份真情！

我和教师、孩子们一起为希希唱生日歌，
陪希希在生日烛光中许愿，当我看见希希像模
像样地闭上眼睛，虔诚地许愿时，我在心里欣赏
着她的成长。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让她说“谢谢
大家”时，她居然声音哽咽地说：“谢谢园长妈妈
爱我，让我想起我的妈妈时，不再哭啦！”

爱是可以相互感染的，转眼两年悄然过去
了，我和我的“爱心宝宝”希希，由当初的陌
生甚至她心里的“抵触”，到现在如果有几天
不见面，彼此都有一份想念的情结，这一情感
变化的过程是我和希希之间纯纯的真情累积。
这些都令我感受到为人师者的满足与喜悦。

希希的外婆特地给我准备了一个大蛋糕，
我推却许久，不忍伤害他们的真情，接受了。
在晚上的全园大会上，我和全体教职工一起分
享了这份来自家长给予我的荣耀。在大家共同
许愿时，我的愿望是——希希下学期和妈妈一
起回到上海生活后，但愿在她童年的记忆里有
温暖的鄂州市实验幼儿园，有爱她的教师，有
我这位园长妈妈。谢谢希希让我感受到当好

“留守宝宝”的爱心妈妈多么幸福！
（作者系湖北省鄂州市实验幼儿园园长）

我的“留守宝宝”
刘菊莲

家 园 工 作 是 幼 儿 园 的 难 点 重
点，在开展家园工作的过程中，许
多幼儿园往往更注重自己做了什
么，很少去思考家长真正获得了什
么。所以，家园合作的效果常常事
倍功半。

于是，一场以家长放心满意作
为家园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的改
革，在我园拉开序幕。随之而来，
我们收获了与家长共同成长的家园
故事。

信任从爱中来

班级来了一个插班生叫妞妞，
为了让她尽快适应新的班级生活，
我们给予她及时的关注与关怀，每
晚主动与家长联系共同施教，渐渐
地妞妞爱上幼儿园了。没过几天，
班里又来了一个小朋友虎虎，因虎
虎心脏有问题，身体较弱，家长一
再叮嘱虎虎不能做剧烈运动，活动
时最好有人陪伴。对于这样一个特
殊的孩子，我们按照家长的嘱咐去
做。

一天早晨妞妞抱着妈妈的头大哭
“我不来幼儿园，老师不喜欢我⋯⋯”
孩子的哭闹让妈妈情绪很是低落。事
后与孩子交谈，我们了解到她哭闹

的原因是教师对虎虎的特殊关注，
让妞妞感到很失落。

在对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后，晚
上我与妞妞妈妈说清事情原委。本
以为这件事就此过去，没想到妞妞
妈妈每天都会向教师提出一些莫名
的要求：“老师，妞妞还小您帮她掖
掖衣服”“老师，妞妞想有人陪着她
如厕”⋯⋯除了不断地提要求，孩
子妈妈经常在教室外边看孩子的活
动，最后听妞妞说她的妈妈竟然到
幼儿园对面的楼上租了房子。

很显然这是一个疑心很重的家
长，她不相信教师，我们只有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才能取得家长的信
任。为此，我们不仅关注妞妞的情
绪更关注妞妞的成长，慢慢地，胆
小的妞妞变得爱说、爱笑，还被评
为班级的故事大王；当妞妞生病
时，我们带上全班小朋友的礼物看
望她。当妞妞抱着我们，每天不愿
意离开幼儿园时，妈妈也感动地留
下了泪水。

当打开心灵的壁垒之后，妞妞
妈妈像变了一个人，积极参加班级
组织的各种活动，学期末被评为好
家长。家长种种的变化让我们坚信
信任的力量。

小管理大改变

班 长 是 幼 儿 园 班 级 的 主 班 教
师，作为班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他们不但是幼儿园各项工作最终的
落实者与执行者，还是幼儿园与幼
儿、家长联系的直接窗口。在开展
家园工作的过程中，班长尤其要学
会管理、引领家长。

一是，共建班规。没有规矩不
成方圆，班级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一定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原则下开
展的，那么如何让不同年龄、不同
学历、不同教育需求的家长从心里
认可并执行呢？

在学期初，我们开展了“班规大
家定”的活动，让教师、家长参与制
定，在确定好内容之后，我们把班规
变成简单易记的儿歌贴于班级门
口。“中（1）是我家，人人都爱它，要说
文明话，要做文明事，遇事不着急，第
一找老师，有事好商量，谦让来协商，
家园齐努力，孩子乐成长。”

班规的制定看似是一件小事，
其实它给家长提出了言行的要求、
做事的标准，为处理家长与家长、
家长与幼儿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建立组织。我们发挥家
长的积极性，使其主动参与治理班
级工作。成立家委会，吸纳家长参
与班级管理；成立家长学校，引领
家长正确施教；建立家长志愿服务
队，挖掘家长教育资源，让家长成
为班级第 N 个教师。家长在亲身参
与的过程中不仅对班级工作有了充

分了解，更体验到自身存在的教育价
值，在班级中真正实现家长有事做、
家长有责任、家长是主人的风貌。

三是，主动作为。我们深知幼
儿园的家园工作琐碎、庞杂。作为
班长就要有一定的预见性，主动作
为、规避各种问题的发生。我们根
据家长所想、家长所急、家长所
需，以每月一主题、每周一重点的
形式开展家园工作。9 月不仅是孩
子更是家长的焦虑月，我们召开专题
家长讲座，开展亲子适园周，每天给
家长发温馨短信让家长安心。10 月
季节交替孩子易生病，我们开展制订
运动小计划、秋季远足活动、争做运
动小达人⋯⋯通过每月多种活动的
引领，不仅打消了家长的顾虑，更提
高了家长科学育儿能力，此时的家长
不再是挑毛病的旁观者，而成为积极
主动的参与者，家长身份的转变真正
实现了班级工作的和谐发展。

用专业来说话

因为专业，所以教师从容；因
为专业，幼儿园更能赢得家长的尊
重与配合。在家园工作中，我们需
要用专业赢得尊重。

中班时，我遇到了一个做事极
“慢”的孩子源源，拿个笔盒需要十
分钟，每天早晨爸爸经常因为孩子
做事太慢而大发脾气。当与家长聊
到这一问题时，这位爸爸则是一脸
无奈：“我们该用的招都用了不管
事，他就是上天派来惩罚我们的，
他妈妈因为他的事都有点儿抑郁
了。”此时，家长最需要的就是能尽

快找到帮助源源的有效办法。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虽然已经

上了中班，但源源不会提裤子、不能
脱衣服，就是自己吃饭对于他来说也
困难重重，每顿饭都由教师喂，不喂
就不吃。面对孩子的现状，我和家长
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制定解决措施。

为了让实施方案更加落地见实
效，我跟家长约定共同遵守三不原
则：一是不攀比，慢慢来，孩子的
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二是不强化训
练，与生活相融自然习得。三是不
以牺牲孩子的快乐为代价，遇事好
好说，家庭氛围要温馨。

就这样，我们在坚持三不原则
的基础上开始加强对源源自我服务
能力的培养。渐渐地，源源能使用小
勺自己进餐，能够擦桌子、为小花浇
水，学期末体能测查有几项他竟然达
标了！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源源
父母时，他们感动地拉着我说：“在对
待源源的这个问题上，自己触动最大
的不仅仅是源源的变化，更多的是从
老师身上学会了怎样与孩子相处。”

因为专业，我们能从更理性的
角度分析问题为家长提供有效的方
式和方法；因为专业，我们能用教
育思想影响家长的教育行为。

孩子在变、家长在变，不变的
是我们对幼教事业的执着与追求，
在与家长共育之路上只要我们坚持
以幼儿为本，以爱为由，以家长满
意为动力，在与家长携手同行中，
一定会收获教育的美好果实。

（作者单位：北京市延庆区第二幼
儿园、北京市延庆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家园工作如何赢得主动权
王建新 刘彩云

园长手记

海小平 绘

依法治园

家长不仅是幼儿园教师的服务对象，更是我们
实施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做好家园工作是每一位
幼儿园教师面临的难题之一，更是做好幼儿园工作
常学常新的必修课。

管理方略

本案是典型的学校侵权争议案件，案
件争议焦点在于幼儿园是否已经依法尽到
了对儿童的管理职责。如何认定幼儿园已
经尽到法定职责，需要法院结合案件的具
体事实综合考量，不仅要看幼儿园是否已
采取相应措施，还要判断该措施是否满足
法律的要求，有效保护儿童的人身权。

在本案中，法院查明颖颖入园后，虽
然幼儿园的教师就在其身边，但该教师基
本处于坐在炕上、倚靠在墙边摆弄手机的
状态。特别是当颖颖的状态明显不同于
其他正常儿童时，教师完全漠视颖颖出现
的各种异常状态，除为颖颖擦拭过呕吐物
外，并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比如及时送
医院），进而错失救治时机，这说明幼儿园
对颖颖的死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本
案中，虽然幼儿园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
该措施并不足以有效地防止损害的发生，
幼儿园依法需承担相应责任。法院认定

周永良诊所存在医疗事故责任，承担主要
责任，幼儿院也存在一定的管理不当，承
担次要责任，酌定童乐幼儿园承担30%赔
偿责任，符合民法的公平责任原则，也使
该案的审判公平公正，合情合理。

这一案件，为广大幼教管理者敲响
警钟。儿童是家庭的希望，是祖国的未
来。因其发展阶段的独特性，需要教育
工作者更多的关怀与照顾、呵护与培
养。对于漠视儿童权利、侵害儿童权利
的做法，依法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专家评析

【开栏语】
一直以来，安全问题是悬在学前教育工作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

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安全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
我们通过前期访谈调查，结合实际工作需求，开设“依法治园”栏目，希望通过对关涉学前教育领

域的真实案例的分析，普及相关法务知识，帮助一线学前教育行政单位、幼儿园和家庭，知法、懂法、用
法，切实保护儿童的权利。

▶▶▶

▶▶▶

本期法律专家
林华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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