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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被妻感染艾滋病，医院有无责任
专家认为，院方有告知义务，不能以保护隐私权为由对抗患者配偶的生命健康权

!

贾雪静 周凌如 武海霞

近日!一则"婚检女友查出

疑似艾滋病后隐瞒!小伙婚后被

感染#的新闻引发热议$据媒体

报道!

!"#$

年
%

月!小新和女友

小叶在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

当天!前往河南省永城市妇幼保

健院进行婚检$当时的检验报告

显示! 小叶疑似感染艾滋病毒$

但医院只将该检查结果单独告

知了小叶!却对小新称"一切正

常%$ 如今! 小新被感染了艾滋

病$他一怒之下将永城市妇幼保

健院告上法庭$

婚检医院该不该主动将小

叶的病情告知小新&小叶应否将

检查结果告知小新&小叶是否要

承担未告知的责任&笔者就此采

访了中国婚姻法研究所研究员

刘伟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孙若军和北京天驰君泰律

师事务所律师杨晓林$

!准妻子"应告知婚检

结果吗

杨晓林认为!根据国务院颁

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规定!

小叶应该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

实及时告知丈夫!还应该采取必

要的防护措施! 防止感染他人$

但小叶一直瞒着小新!也未能采

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最终使小新

也被感染$*这样的行为不仅侵

犯了小新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更

严重侵害了小新的生命健康权!

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

罪的构成要件!应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

刘伟民认为!小叶知道自己

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却放任

了这种伤害的发生!应承担相应

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不必承担刑

事责任$

对于小叶*因为初查结果只

是+疑似艾滋病,!

#

个月后没有

接到医院的确诊通知!以为没有

问题%的说法!杨晓林认为!这种

没有主观过错的说辞!需要相应

的证据来证明$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副教授朱凡和刘伟民的观点一

致! 认为小叶的行为不构成犯

罪! 无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但她也表示! 是否构成民事侵

权!还需要明确小叶是否存在过

错!即存在故意或过失$

朱凡进一步分析!就目前所

知来看!如果有证据证明小叶所

说为真!那么在她没有被确诊为

艾滋病的情况下!即使小新被感

染!也不能说她的行为就违法$

但有媒体称!小叶早在
!&&'

年就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

者$"如果她之前已经知情! 那就

不应该排除其有侵权的主观故

意-纵使她心存侥幸!轻信可以避

免! 那也可能构成过失侵权$%朱

凡认为!"在这里! 还需要弄清楚

艾滋病初查结果的医学意义和法

学意义!比如初查结果有何效力!

误诊的可能性有多大等等! 这需

要医学专业人士来认定$%

不过! 上述专家都表示!无

论是否确诊!也无论检查结果是

艾滋病还是"疑似艾滋病%!对于

准夫妻来说! 另一方均有知情

权$这样既可以保证其结婚意愿

的自由!也能尽可能地降低被传

染的几率$

医院保密义务能否对

抗患者配偶的生命健康权

该事件中!永城市妇幼保健

院援引(艾滋病防治条例)的规

定!坚称这是对患者隐私权的保

护!只能告知本人!至于她的配

偶!医院方面无权告知$

也有医生认为! 按照执业医

师法的有关规定! 医师在执业中

应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

者的隐私$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

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

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

可能推断出具体身份的信息$"婚

检结果应由小叶告诉小新! 对于

其他人的询问!医生必须保密!否

则将受到相关处罚$% 但小新显

然对这样的解释难以接受!很多

网友也并不认同$

"这起事件是公民的隐私权

和他人的知情权'健康权甚至生

命权的对抗$%刘伟民认为!这不

仅关涉到对方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而且关涉到对方的生命健康

权$与隐私权相比!生命健康权

当然更重要$他表示!从实际情

况来看!医疗机构的操作规程与

对患者配偶知情权的保护问题!

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如果

在婚检中!医院明知道艾滋病的

危害却基于感染者的隐私权而

不告知!就有可能侵害感染者配

偶的生命健康权$

"任何权利的保护都不是绝

对的!必须限定在合乎法律'合乎

道德以及合乎社会需求的范围

内!隐私权自然也不例外$%杨晓

林也这样认为$虽然(艾滋病防治

条例)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

监护人同意!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

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信息$ 但小

新是小叶的配偶! 他的生命健康

与该检查结果密切相关! 不应该

属于不得公开的对象$

"医院机械地理解了保密义

务的范围!查而不报!存在过错!

应该对小新的损失承担相应的

责任$%杨晓林表示!医院以隐私

权为由不告知配偶的说法根本

不成立$"在该案中!看似存在隐

私权与生命健康权的博弈!但是

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可以平衡

的$在一定范围内!特定的受害

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有

权了解' 记录相关的 +限制隐

私,$%他提出!婚检医院即使把

小叶的隐私权放在第一位!也不

能用"一切正常%来答复小新$

"医院完全可以在不透露小

叶具体病情的前提下!委婉告知

小新对方不适宜结婚!并让小新

签字确认$履行了这样的告知程

序!就相当于把是否告知配偶婚

检结果的决定权交给了当事人

自己$在此情形下!如果小新自

己不去核实小叶的婚检结果!那

么!其被感染艾滋病毒的责任就

与婚检医院无关了$%

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晔也认为!医院应以"适当方

式告知%$他在微博中表示!按照

(艾滋病防治条例) 和
()*

检测

规则! 疾控中心为确诊单位!医

疗机构为初筛单位$对初筛怀疑

者!医生即使是基于控制
()*

传

播的法律和伦理义务!也应该以

适当方式告知配偶和结婚对象$

!""%

年! 我国取消了强制

婚检制度! 新人是否接受婚检!

不再受法律的强制约束$

但在孙若军看来!婚检仍然

很有必要$"国家取消强制性婚检

就是为了进一步体现 +人权,!赋

予每个人决定自己是否结婚的权

利! 但每个人应该有自愿婚检的

意识$%孙若军提醒说!现在人们

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风险也随之

提高$ 很多人在网上认识或者相

亲后恋爱结婚! 并不了解对方的

身体状况!若不经婚检直接结婚!

可能会给以后的婚姻生活带来一

定的风险$

正因为如此!"一旦男女双

方主动进行婚检!其目的就非常

明确!即查明双方的结合是否有

不可知的+健康风险,$%杨晓林

认为!对当事人双方而言!共同

决定婚检就意味着!双方认可对

方的知情权高于自身的隐私权-

对医院来说!也不能以保护一方

隐私权为由!放任对另一方生命

健康权的损害$当这个"隐私%威

胁到他人的生命健康时!就应该

适当让渡$因此!对于婚检结果!

双方应该共知!至少应该对彼此

影响结婚和生育的身体情况享

有知情权$

医院辩解有无法律依据

在专家看来!站在法律位阶

的角度!医院的辩解同样站不住

脚$(艾滋病防治条例)由国务院

于
!""'

年颁布! 规定了医疗机

构对艾滋病人的身份资料'具体

病情等信息有保密义务!不能随

意公开$ 但对于传染病的防治!

!""+

年修订的母婴保健法有如

下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 !对患

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

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

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

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从法律

效力等级来说!母婴保健法属于

法律!是上位法!而(艾滋病防治

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是下位法$

适用法律法规时!上位法优于下

位法$%朱凡说!根据母婴保健法

的规定! 医生不仅有告知义务!

还应该就婚检结果出具"暂缓结

婚%的意见'建议$

朱凡还表示!(艾滋病防治

条例)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是有效

的!但是法律有特殊规定的应该

除外$"婚检不同于普通的身体

检查!它的意义就在于让准备结

婚的当事人双方了解彼此的身

体健康状况!理性决定结婚和生

育等事宜$母婴保健法已经对婚

检工作做了专门要求!婚检医院

就该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

朱凡认为!"在妻子小叶和婚

检医院均有过错的情况下! 按照

侵权责任法来追究责任! 小新必

须证明医院的过错行为和小新感

染艾滋病毒的结果之间有多大的

因果关系$ 因为医院只是查而不

报!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妻子小叶

却是致使他被感染的直接病源$

在责任分担上! 小叶需承担主要

责任!医院承担次要责任$%

孙若军

杨晓林

刘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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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专家#

中国婚姻法研究所研究员

刘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孙若军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晓林

门诊问题#

查出一方疑似感染艾滋病毒'婚检

医院应否告知其配偶(

专家观点#

"

无论是否确诊，也无论检查结果
是艾滋病还是“疑似感染艾滋
病”，对于准夫妻来说，另一方均
有知情权。这样既可保证其结婚
意愿的自由，也能尽可能地降低
被传染的机会。

"

母婴保健法已经对婚检工作做
了专门要求，婚检医院应该依照
法律规定履行义务。

"

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和 HIV
检测规则，疾控中心为确诊单
位，医疗机构为初筛单位。对初
筛怀疑者，医生即使是基于控制
HIV传播的法律和伦理义务，也
应该以适当方式告知配偶和结
婚对象。

程自远说. *我想的! 就

是赶紧让人家知道! 让她自己

赶紧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千万

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 $% 妹妹

说 . *唉 ! 哥 ! 你可也不小

了$% 这时! 他儿子拉拽着她!

嚎嚷着出去玩$ 妹妹跟着他出

去了$ 娘又走进来! 她也了解

到这个让人发愁的儿子已经拒

绝了他舅给介绍的这个 *好姑

娘%! 愣是不中他的意! 唉$ 这

次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又拿着

托人找的对象来试试运气$ 母

子二人这次谈话肯定是说拧了$

她娘是软硬兼施! 自远是高低

不见 $ 最后俩人差点吵起来 !

急得爹说! 别管他了! 叫他打

光棍/ 不用说! 大家晚饭吃了

一肚子沉默和怨气$

程自远专程到爷爷家看了

看$ 爷爷奶奶虽是近
,"

岁的人

了!身体都还健康$ 爷爷拿着镰

刀去地里割了割秆草$ 他坐不

住! 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个圈!他

想起娘曾笑话他说.*你爷还和

那时候上班一样! 上午
,

0

""

!

下午
!

0

""

准时到地!干两个小

时就准时回来$ #关于时间的问

题! 爷爷当然是不愿意放过了$

*按时上下班! 遵守纪律# *公

家事大! 个人事小# 等又是老

调重弹$ 之后又第
-

次谈到他

当兵时! 在导弹炮兵部队如何

打下来台湾的美式侦察机$ 之

后又在北京饭店! 在人民大会

堂受到军委领导和国家领导接

见$ 这些程自远都听过多少次

了! 反正他也记不清了$ 他仿

佛一次又一次看见飞机被击中!

从万米高空斜坠下来! 屁股冒

着股股黑烟 ! 从天空中划下 !

栽倒在中国北方的荒郊野外 !

只剩下烧得惨黑的残骸! 四周

的谷草被引燃! 一圈圈向外燃

去$ 可这次! 程自远没觉得烦!

没有佯装有兴趣的样子$ 他从

爷爷的语调中读出他的坚持和

自豪$ 这才是他一次又一次强

调纪律和战果的原因$ 前者恰

恰是后者的原因$ 他又想起爷

爷每年都积极交党费 !有好多

已退休的老党员并不如此"$ 有

一次! 他受村里委托看护刚打

好的水泥路! 不能让人' 车从

上面过$ 他就坐在路边的小马

扎上! 谁来也不让过! 直到规

定的时间 ! 也有人骂他死板 !

倔老头$ 可他依然坚持! 不为

所动$ 程自远本来也是一肚子

话没人诉说! 最近这一个案子!

还有信访' 挨打! 这些都不算

什么! 更多的是不解$ 本来他

可以跟杨华谈! 可杨华家中的

事还应接不暇! 最近又上了案

子! 一干一个通宵! 哪有空听

他倾诉$ 他便将最近这个案子

的梗概说给爷爷听$ 当然没说

他挨打的事儿! 以免他们担心$

爷爷听完说. *法律可是大事

儿! 必须说了算! 你们办案的

一定要公正! 不偏不向! 你办

好案子! 还管他们啥! 还怕啥

哩$ 打架! 还
!!

去上访哩$ 想

当年我小的时候! 哪有这样的

事儿 ! 钱包掉地上都丢不了 !

还敢打架! 还敢上访& 现在你

看每年多少犯罪 ! 多少官司 !

什么孩子不管老子! 老子孩子

打官司! 离婚' 诈骗! 劣质有

毒食物' 药品! 说到底! 还是

纪律 ' 原则的问题 $# 除了这

些! 爷爷还说了许多! 在此不

一一尽述$

从家里回到真山县城! 他

还去看了看小强$ 小强看见他

一个人来! 就问. *咋没和姐

姐一块儿来&# 他不知该怎么回

答! 只问了一句. *你姐姐最

近没来&# 他说. *来过一次!

说他要一个人去远方有点事 !

你们到底怎么了&# 程自远苦笑

一下! *大人的事你不懂的$#

他说. *我咋不懂! 我想你俩

在一起 $# 程自远摸了摸他的

头 ! 问他缺不缺钱 $ 小强说 !

姐姐给了他一些钱$ 他现在也

开了工资了! 还行$ 程自远说!

*你短啥记着吭$# 又问了问小

强最近有没有跟以前的狐朋狗

友交往$ 小强问. *一个人做

了坏事就不会变好了吗&# *会

啊 $ # 程自远说 $ 小强又说 .

*那我能变好! 他们就不能吗&

你放心! 哥哥! 我绝不跟他们

去做坏事$# 程自远说. *千万

不能! 你现在还在缓刑期! 另

外 ! 我担心你再被他们带坏 $

你记住! 你不能变坏! 否则你

就对不起我 ! 对不起你姐姐 !

对不起你奶奶! 对不起所有关

心帮助过你的人 $ # 小强说 .

*你放心! 哥哥! 你的教诲! 我

至死不忘$# 程自远说. *你别

老提个死啊 ! 你才多大 ! 真

是$#

从小强那回来! 其实! 他

还没打算去省城培训$

.!

月份

的全省初任检察官培训! 科里

面的人抢着去! 一则不办案子

省心! 二则
.!

月份是全市检察

系统考核月$

连载$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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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龄青年&单身检察官程自远偶然邂逅出身富豪家

庭的美女律师柳芳雅'开启了一段艰难而起伏的爱情之

旅*爱情的考验+工作的挫折&办案的压力以及邪恶的报

复,,面对工作&生活和爱情上的重重困难'程自远何

去何从(这到底是跨越阶层的纯美爱情'还是精心设计

的一场骗局(真相有待揭晓'漫漫长路在脚下延伸,,

公司公告称与员工“不存在劳动关系”是否侵权

编辑同志#

我原来是某公司的业务员!

主要负责对外签订购销合同并收

取货款$ 一个月前! 劳动合同到

期!公司未和我续订$我离职后!

公司通过报刊'电视台'网络等!

向社会发布我已与公司不存在劳

动关系! 以后我的一切行为均与

公司无关的公告! 甚至还向我原

来联系过的单位或个人寄送了内

容相似的告知书$请问.公司之举

是否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读者 赵晓倩

赵晓倩读者#

公司的行为并不构成名誉侵

权#名誉权是公民$法人依法享有

的自己获得客观社会评价$排除他

人侵害的一项权利#%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答&第
/

条规定'(是否构成侵

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

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

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

或者诽谤他人) 损害他人名誉的)

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

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

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

隐私) 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

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因新闻报

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

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判断公司的行为是否侵犯你的名

誉权)必须从违法行为$损害事实$

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方面来考

量#第一)公司的行为并不违法#我

国法律并没有用人单位与员工解

除劳动合同后)禁止向社会发布相

关消息的强制性规定#第二)你也

没有因此遭受损害#尽管你自己感

觉不自在) 但这并不是财产损失)

也还没有达到受到精神损害的程

度)至少不在法定的$必须承担相

关责任的范围之列#第三)既然不

存在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也就没

有(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

果关系一说#第四)公司向社会发

布你的 (一切行为均与公司无关*

的公告)乃至向你原来联系过的单

位或个人寄送内容相似的告知书)

是基于你曾具有对外签订购销合

同并收取货款等职责的特殊身份)

其目的在于告知$ 告诫有关人员)

你不再代表公司行使原有职责)从

而避免不必要的往来或误会)并不

希望或者放任损害你的名誉)也不

存在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轻信的过

失#因此)公司行为并无不妥)不构

成侵权#

本报法律组

偶尔收费接送他人
轿车自用性质没变

!

周玉文 王超才

赵某和妻子有一辆轿车!

!&.0

年
..

月投保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下称交强

险"时!登记的是家庭自用式非

营运车$

!&.$

年
,

月!赵某妻子

报名读老年大学! 赵某每天接

送$赵某妻子的两名同学与赵某

同住一个小区$ 从
+

月开始!这

两个同学顺道搭车!并执意给赵

某每天
!&

元的汽油费$

.&

月
,

日下午! 赵某驾车

载妻子和其两名同学回家途

中! 与驾驶摩托车的吴某发生

碰撞! 致吴某受伤' 摩托车损

坏$ 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负事故

同等责任$ 在交警部门的调解

下!赵某和吴某达成赔偿协议.

赵某一次性向吴某赔偿医疗费

$&&&

元 ! 摩托车修理费
$&&

元$ 赵某在按赔偿协议向吴某

支付了赔偿款后! 持双方的赔

偿协议' 吴某的医疗费票据及

车辆修理费票据要求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理赔$ 但

保险公司称! 收费接送他人属

于营运性质! 赵某擅自改变车

辆用途! 增加了危险程度! 保

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赵某于

是向法院起诉保险公司! 要求

其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赔偿医

疗费
$&&&

元' 车辆修理费
$&&

元$ 法院判决支持了赵某的诉

讼请求$

该案中! 被告保险公司是

否应当按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交

强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

任! 取决于这起交通事故是否

属于保险法规定的 *因保险标

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

的保险事故#$ 保险法第
$!

条

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 保险

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

时通知保险人! 保险人可以按

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

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

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 因保险

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

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该案中保

险公司拒绝赔偿的理由是原告

改变了车辆用途111由家庭自

用改为营运! 进而认为车辆的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没有告知

保险公司!所以依法不予赔偿$

但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首先!

即便认为赵某收费接送他人有

营运的成分在内! 但这仅仅是

该车使用过程中极小的一部

分$ 赵某在接他人的同时仍然

在自用111接妻子上下学 !而

且其他时间也都是在自用$事

物的性质是由其主要方面决定

的! 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原告投

保的车辆改变了自用的性质$

其次! 车辆接送他人的行为在

事实上是否使得车辆 *危险程

度显著增加%呢&车辆虽然用于

接送他人! 但既没有超员也没

有超重 ! 行走路线也没有改

变! 因而认定车辆 *危险程度

增加% 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就

更不用说 *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 了$ 既然并没有发生车辆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事实!

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赵某

当然也就没有义务和必要通知

保险公司了$

由于该案在保险合同履行

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投保车辆

*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的情形!

保险公司对于该保险事故造成

的损害没有理由不予赔偿$所

以! 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是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作者单位#福建省武夷学

院'黑龙江省鸡东县人民法院%

两人约定开发房地产
为何被定性为房屋买卖

!

赖国东

王某与李某约定合作开发

房地产! 并签订合同约定. 由

王某全额出资! 李某提供土地并

全权负责经营! 无论经营盈亏!

李某都要交付王某房屋
!&

套$

后来! 因房地产市场陷入

低谷! 投资出现巨额亏损! 李

某以王某应共同承担亏损为由

拒不交付房屋 $ 双方协商未

果! 王某将李某诉至法院! 请

求法院判令李某交付房屋
!&

套$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的约定

名为共同开发房地产! 实为房

屋买卖合同! 李某应当依约定

交付房屋! 王某的请求应当予

以支持$

首先! 双方并未形成合作

开发房地产关系$(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

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下称%解释&"第
.0

条

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

房地产合同! 是指当事人订立

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

金等作为共同投资!共享利润'

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

本内容的协议$%据此!虽然名

义上是合作开发房地产! 但双

方之间并不共同经营! 亦不共

担风险! 不符合合作的基本特

征! 不能认定为合作开发房地

产关系$

其次!双方亦未形成联营关

系$联营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实行

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自然

人不能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因

此!两个自然人不能形成联营关

系!亦不适用关于联营合同中保

底条款无效的规定$

再次! 双方形成房屋买卖

关系$(解释) 第
!$

条规定.*合

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

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

只分配固定数量房屋的! 应当

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

综上! 王某和李某虽然签

订了名为联合开发房地产经营

的合同!但合同约定!出资方王

某将获得
!&

套房屋! 应当认定

双方形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该

约定合法有效!李某亏损并不是

拒绝交付房屋的理由$ 因此!法

院对王某的请求予以支持$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