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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感染者足跡廣 全城加強出入管理

審判長：江歌無私助人應予褒揚
江歌母親訴劉鑫生命權糾紛案 一審宣判獲賠69.6萬元

「
我
現
在
要
去
告
訴
江
歌
媽
媽
做
到
了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劉蕊天津、河
南報道）1月 8日凌晨，天津發生奧密克戎
（Omicron）變異毒株引發新冠肺炎本土疫
情，截至10日，天津報告本土確診病例31
例，無症狀感染者10例。由於部分感染者軌
跡涉大量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天津已經全面
加強出入管理，由即日起暫停開展旅行社旅遊
業務活動。
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市衞健委主任顧清

10日表示，目前，天津調集全市資源力量，在
其他省市陸續馳援基礎上，篩查工作正在順利
推進。截至當日下午3時，全市採樣超過960
萬人，完成檢測342萬人，除報告的陽性感染
者外，其他均為陰性。根據天津市公布的陽性
感染者行動軌跡，涉及了和平區恒隆廣場、南
開區天津大悅城、河西區華潤萬象城、河東區
萬達廣場、西青區永旺、濱海新區周大福金融
中心、天津市動物園、國家海洋博物館等市內
人流量巨大的公共場所。

離津須經單位或街道審批
天津市防疫指揮部向社會發布通告，全面加

強離津人員管理，明確非必要不離津，自1月
9日24時起，確需離津的，須持有48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綠碼，並實施嚴格離
津審批報備制度，離津人員須經單位或街道審
批。重點加強進京通道管控，組織鐵路、客運
站及高速路口設立卡口或專用通道。

河南新增兩確診與津同一傳播鏈
據河南省安陽市10日發布通報，當地8日新

增的2個確診病例感染病毒均為奧密克戎變異
株BA.1分支，與天津市津南區現有本地疫情
屬同一傳播鏈。結合流行病學調查和基因測序
結果，基本鎖定安陽市本次疫情的感染來源為
2021年12月28日從天津市津南區返回安陽市
湯陰縣的1名在校大學生。

張伯禮：Omicron隱匿性較強
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

張伯禮10日表示，此次天津疫情是奧密克戎
變異株首次在中國本土社區傳播，該病毒確實
傳染性很強，但症狀並不明顯，隱匿性也強，
更容易多點散發或集中爆發。張伯禮說，天津
應該在12月中旬已出現一例本土病例，全市
疫情防控體系是嚴格高效的，市民防控意識仍
較強，在這種情況下疫情能隱匿傳播與奧密克
戎變異株的特性不無關係。

●江歌（左）生前與媽媽江秋蓮在一起。
網上圖片

●10日，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對原
告江歌母親江秋蓮與被告劉某曦（曾
用名劉鑫）生命權糾紛案作出一審判
決，判決被告劉某曦賠償原告江秋蓮
各項經濟損失496,000元人民幣及精
神損害撫慰金200,000元人民幣，並
承擔全部案件受理費。圖為江秋蓮拿
到判決書後離開法院。 中新社

拿到判決後，江秋蓮表示，她一直堅信是
劉某曦鎖了家門導致江歌丟失性命，今

天拿到的法律認定也是如此。這份判決書對
她意義重大，法律認定了劉某曦的行為，讓
她很欣慰。她認為，如果劉某曦真心誠意道
歉不至於發生今天的案件。至於是否上訴，
江秋蓮表示還未來得及考慮。

劉某曦具有明顯過錯
2016年 11月 3日凌晨，在日本留學的江

歌，被好友劉某曦前男友陳世峰捅刺十餘刀
導致死亡。2017年12月20日，日本東京地方
裁判所當庭宣判陳世峰犯故意殺人罪和恐嚇
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2018年10月，江
秋蓮表示啟動對劉某曦的法律訴訟。
法院審理認為，劉某曦作為江歌的好友和

被救助者，對於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險，沒有
如實向江歌進行告知和提醒，在面臨陳世峰
不法侵害的緊迫危險之時，為求自保而置他
人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將江歌阻擋在自己居
所門外被殺害，具有明顯過錯，應當承擔相
應的民事賠償責任。綜合考量本案的事發經
過、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因果關係等因素，
法院對江秋蓮主張的有證據支持的各項經濟
損失1,240,279元，酌情支持496,000元。對
於江秋蓮主張的其他經濟損失，不予支持。

本案中，江歌在救助劉某曦的過程中遇
害，江秋蓮失去愛女，因此遭受了巨大傷
痛，後續又為赴國外處理後事而奔波勞碌，
而劉某曦在事發後發表刺激性言論，進一步
傷害了江秋蓮的情感，依法應承擔精神損害
賠償責任。法院根據行為情節、損害程度、
社會影響，酌情判令劉某曦賠償江秋蓮精神
損害撫慰金200,000元。

受害人理應得到法律救濟
法院在判決中指出，基於民法誠實信用基

本原則和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在社會交往
中，引入侵害危險、維持危險狀態的人，負
有採取必要合理措施以防止他人受到損害的
安全保障義務。
審判長嵇煥飛指出，江歌作為一名在異國

求學的女學生，對於身陷困境的同胞施以援
手，給予了真誠的關心和幫助，並因此受到
不法侵害而失去生命。其無私幫助他人的行
為，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和公序良俗相契合，應予褒揚。
其受到不法侵害，理應得到法律救濟。劉某
曦作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發之
後，非但沒有心懷感恩並對逝者親屬給予體
恤和安慰，反而以不當言語相激，進一步加
重了他人的傷痛，其行為有違常理人情，應
予譴責。

甲幫乙乙應對甲有幫扶義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

任、研究員謝鴻飛接受央視新聞採訪時指
出，這個判決樹立了人和人交往的一個標
準。「如果甲幫助了乙，那麼乙反過來應該
對甲也有一些幫扶義務。雖然在理論和法律
上，我們一直都認可了這一點，但是這個案
件中，通過一種比較直觀的方式來得以顯
現。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判決，對保護義務的
認定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專家介紹，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如當

事人不服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15日
內，向城陽區人民法院遞交上訴狀，上訴到
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央視網報道，山東省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

10日對原告江歌母親江秋蓮與被告劉某曦（曾用名劉鑫）生命權糾紛案作

出一審判決，判決被告劉某曦賠償原告江秋蓮各項經濟損失496,000元

（人民幣，下同）及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00元，並承擔全部案件受理

費。判決書指出，江歌無私助人應予褒揚，劉某曦在事件中具有明顯過

錯，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判決結束後，江秋蓮表示，法律認定

在她的意料之中，尊重法院判決。

為他人抱薪者不應凍斃於風雪

「現在我要去看江歌，把
這個（判決書）帶給她，告訴
她，媽媽做到了。」法庭宣判
後，江歌媽媽江秋蓮眼含熱淚
哽咽說道。這一天，是中國傳

統臘八節，距江歌遇害1,894天。五年兩個月
零七天，江歌與媽媽天人兩隔，再也喝不到她
親手熬製的臘八粥。

江歌出生於山東青島，因父母離異從小被
母親一手帶大，生前是日本法政大學碩士研究
生一年級學生。2016年11月3日凌晨，江歌
在日本東京公寓被好友劉鑫（現改名劉某曦）
前男友陳世峰用匕首殺害。案發前兩個月，劉
鑫因陳世峰不同意與其分手產生爭執而向好友
江歌求助，江歌同意她與自己同住。事發當
日，江歌和劉鑫返回公寓，事先埋伏在樓上的
陳世峰攜刀衝至二樓，與走在後面的江歌遭遇
並發生爭執，其間走在前面的劉鑫打開房門，
先行入室並將門鎖閉，江歌在門外被陳世峰刺
頸部十餘刀致死。

江歌媽媽江秋蓮無法釋懷的是，女兒為幫
助劉鑫在門外遇害，劉鑫卻沒有開門。江秋蓮
想弄清事實的真相，劉鑫卻態度冷淡避而不
見。更讓其氣憤的是，作為受助者，劉鑫多次
在網上公開辱罵刺激江秋蓮，並無感激之心。

法院宣判後，江歌媽媽終於等來了公道。她已
不再需要劉鑫的道歉。「當年沒有真心的道歉，
現階段也不再需要她的道歉。」她說，「網絡上
還有許多人在污衊江歌，我不能不做，我要維
護江歌的尊嚴。」江秋蓮的包裏帶着江歌遇害
時穿的衣服，她想和女兒一起見證這個時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綜合報道

2019 年 4 月 6 日，劉鑫
（現改名劉某曦）點讚了
一條微博：「阿姨，血餛
飩好吃嗎？」
受害者江歌或許沒有想

到，那個被她護在身後的閨蜜，在她遇難
後，給了相依為命的母親最狠的一刀。
江歌走後的五年多時間，江秋蓮把自己活
成了一個悲涼的「鬥士」。她強忍悲傷向惡
言相向的劉鑫、不明真相的網友乃至整個社
會為女兒尋求一個公道：見義勇為沒有錯，
恩將仇報才是錯。
判決明確了對無私救助友人的江歌的行為
予以褒揚，對劉鑫事後「以不當言語相激，加
重他人傷痛」的行為予以譴責。一褒一貶，讓
違法者存忌憚，讓行善者有力量。
為他人抱薪者，不應使其凍斃於風雪。江
歌媽媽內心的悲涼，從來不是女兒的挺身而
出，而是受助者上演的這齣「農夫與蛇」的

大戲。被溫暖的劉鑫，反口咬了江歌母女一
口。希望這個案例，能使更多人重新審視內
心的勇敢和懦弱、正義和卑劣。賠償金額終
有數字限制，做人卻不能沒有底線，為求自
保而置他人生命於不顧的行為，委實不應再
次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江歌（右）生前與好友劉鑫（現更名劉某
曦）合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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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的高三學生正備戰高考。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針對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示美堅定
支持歐盟和立陶宛應對中國「經濟
脅迫」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1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時
稱，中方正告美方，打台灣牌得不
償失，只會引火燒身。
有記者問，7日，美國貿易代表

戴琪同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
羅夫斯基斯通電話，表示美堅定支
持歐盟和立陶宛應對中國「經濟脅
迫」。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美是赤裸裸的「勒索外交」
「談到所謂『脅迫』，美國政府

自己將1994年迫使海地軍政府下台
稱為『脅迫外交的範例』，2003年
把 303 億美元軍費用途明確列為
『開展脅迫外交』；美國不擇手段
打壓法國阿爾斯通、日本東芝公司
等競爭對手，脅迫台積電、三星等
企業交出芯片供應鏈數據，是赤裸
裸的『勒索外交』。」汪文斌說。
他指出，美方將中方維護國家主

權的正當舉措歪曲為「脅迫」，充
分暴露了美國「話語霸凌」的虛偽
性和欺騙性。

「以台制華」把立陶宛當炮灰
汪文斌強調，立陶宛違背中立建

交時作出的政治承諾，在國際上製
造「一中一台」的事實十分清楚。
立國內有識之士也對此提出批評。
美方不僅從一開始就挑動立當局破
壞一中原則，還不斷為立當局撐腰
打氣，妄圖拿立陶宛當炮灰，配合
美「以台制華」的政治算計。
「我們敦促立方糾正錯誤，不要

充當反華勢力棋子。我們也正告美
方，打台灣牌得不償失，只會引火
燒身。」汪文斌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深圳
10日舉行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據深圳市衞健委
二級巡視員林漢城通報，截至10日下午5時，深
圳暫無新增病例，累計報告的4例病例仍在醫院
治療，情況穩定。此次疫情的首位確診患者從事國
際貨物供應鏈工作，近期有境外物品接觸史，綜合
分析這起疫情為境外輸入引起的本土疫情，暴露於
境外新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大。
林漢城表示，根據疫情流調和病毒溯源顯示，

目前4個病例感染的病毒均為德爾塔（Delta）變
異株，兩者的同源性為100%。該變異株與此前
內地本土疫情、香港近期本土疫情、深圳近期境
外輸入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均不同源。
林漢城表示，1月7日12時至1月9日24時，深
圳全力組織開展了一輪全市域核酸篩查工作，累
計完成核酸採樣2,218.7萬人次，已全部完成檢
測。除密切流調發現病例3，在重點人群核酸檢測
篩查中發現病例4以外，其餘結果均為陰性。

深圳疫源或與境外物品有關

教育部：不公布不炒作高考「狀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中國

教育部10日發布《普通高中學校辦學質量評價
指南》強調，不給年級、班級、教師下達升學指
標，不將升學率與教師評優評先及職稱晉升掛
鉤，不公布、不宣傳、不炒作高考「狀元」和升
學率。
指南強調，要堅持正確政績觀和科學教育質量

觀，在考查要點中明確，普通高中要正確處理考
試升學與發展素質教育的關係，將高考升學率作
為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的客觀結果之一，不給年
級、班級、教師下達升學指標，不將升學率與教
師評優評先及職稱晉升掛鈎，不公布、不宣傳、
不炒作高考「狀元」和升學率。
對此，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負責人表示，這有利

於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引領全社會樹立科
學教育理念，為中小學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營造良好
環境，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
教育部提出，要嚴格按照課程標準實施教學，

統籌制訂教學計劃，不得隨意增減課時、改變難
度、調整進度，嚴禁高三上學期結束前結課備考。
嚴禁法定節假日、寒暑假集中補課或變相補課。

● 1 月 10
日，天津市
濱海新區公
安局工作人
員在一個核
酸檢測點入
口處維護秩
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