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19.12.02 星期一 责编：刘惠（电话：18613998217）版式：孔丽

意外险不为“猝死”提供
保障合理吗？子女车祸身亡，
年迈父母有权索赔吗？交通
事故中，哪些情形农村居民可
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本期法
律直通车，专家带您一探究竟。

老人猝死，保险公司拒赔

案例 2018年11月10日，
常小姐为其母陈女士购买了
意外险，保期1年，保险金额为
147 元。2019 年 4 月 5 日，被
保险人陈女士突发心源性猝
死而不治，但保险公司拒赔。

点评 江苏省保险学会秘
书长助理偶见表示，意外伤害
保险的“意外”定义为“外来的、
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
四项要素缺一不可。“猝死”属

自身疾病致死范畴，意外险不
赔。但是，包含“身故金责任”
的寿险是赔偿的。人寿保险
分为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两
全保险，其中，死亡保险责任含

“意外伤害死亡”和“疾病死
亡”。此外，大部分重大疾病保
险含有死亡保险责任，对于(逾
观察期的)“猝死”也赔付。比
如某人投保了含死亡保险责
任的重疾险，后被确诊为重疾，
将得到重疾对应的赔付。此
后不幸因病死亡，不管死因是
重疾，还是“猝死”，都将得到对
应身故责任的赔付。

农民遇交通损害，也适用城镇标准

案例 薛某进城打工已十
多年，在城里买房安家。2019

年5月，薛某被李某驾车撞伤，
李某全责。李某和保险公司
以薛某是农村户口为由，坚持
只能按农村居民标准向其支
付残疾赔偿金，法院判决他们
按城镇居民标准向薛某赔偿。

点评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副
教授潘家永说，据法律规定，交
通事故致人伤残、死亡的，城镇
居民的赔偿标准往往高于农村
居民。但农村居民若在城镇生
活工作，或者失地农民受伤，可
按城镇标准予以赔偿。另外，
城、乡居民在同一事故中死亡，
赔偿金数额可以相同（条件是

“同一侵权行为”及“多人死亡”）。

子女车祸身故，父母有权分赔偿

案例 2019年4月23日，

江西省兴国县 70 岁的宋先生
夫妇唯一的女儿因交通事故
死亡。一个月后，肇事方赔偿
了 30 余万元死亡赔偿金。可
女婿却拒绝分给他们，理由是
死亡赔偿金属夫妻共同财产。

点评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
院法官颜东岳说，死亡赔偿金是
对死者近亲属因其死亡导致生
活资源丧失的补偿，不能按夫妻
共同财产论处。其分配应考虑
死者生前主要或部分供养的人，
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和生活
关联程度，在近亲属中合理分
配。对死者经济和生活依赖程度
较高的应予倾斜，反之应予少分，但
不能不分。此外，子女遇车祸身亡，
年迈父母有权索要生活费和精神
损失费。（整理/本报记者刘惠）

意外险不赔“猝死”，寿险赔

进入冬季，羽绒服消费
“火了”。近日，针对消费者如
何选购及保养羽绒服，广东省
消委会发出消费提示。

按需合理选择 购买羽绒
服要关注蓬松度、含绒量、充绒
量三个指标。正规厂家或品牌
的羽绒服装吊牌或标签都要标
注羽绒种类、充绒量、含绒量、
面料成分、号型规格、洗涤方法
等信息。合理选择要三看：一
看羽绒种类，羽绒服的填充物
有鸭绒或鹅绒，标注为羽绒棉、
羽丝棉、羽丝绒的产品都不是

真正的羽绒服；二看含绒量，含
绒量为100%的羽绒服是不存
在的，含绒量低于50%不能称
为“羽绒服”；三看充绒量，充绒
量越高保暖性越好。

按摸拍揉闻 用手按压羽
绒服，蓬松度好的羽绒服会在
一定时间内迅速回弹；用手触
摸羽绒服，摸上去柔软、细腻、
羽梗少甚至没有，说明羽绒含
绒量高、品质好；用手拍打羽
绒服，检查是否有粉尘冒出，
有粉尘说明羽绒品质不好；用
手轻轻揉搓、拍打羽绒服，检

查是否有羽绒钻出，特别是检
查缝线部位是否有细小羽绒、
甚至毛片钻出，一揉一拍即有
羽绒钻出，说明羽绒服的防钻
绒性能不好；鼻子嗅闻检查是
否有异味，脏和臭的羽绒服品
质较差。

清洗保养“三不二要一禁
止”羽绒服清洗保养有讲究：
不可干洗，不可用机洗、甩干，
不可拧干，要用手洗，使用专用
或中性洗涤剂，要在干燥通风
处晾干，禁止曝晒。（摘编自《中
国消费者报》）

分辨羽绒服质量好坏有门道

为照顾宠物需求，对家里
做出合理布置，给它们舒适的
居住环境是很必要的。

宠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地板上度过的，挑选地板时
不建议铺实木地板，以免刮花，
而且还容易掉毛嵌入地板缝，
难以清理。可选用瓷砖，尤其
是表面有凹凸纹路的，防滑且
能提高宠物的抓地力，还能耐
脏。地板之外，为防调皮鬼们
搞破坏，墙脚、门面可以用不锈
钢、亚克力、石材等材质处理。
建议不要选用墙纸。

家具、柜体也要尽量避免
木皮材质，家具布套应该选用

能够方便随时更换的，比如沙
发套。如果是布艺沙发，可以
选择易维护材质如超细或者微
纤维，或准备沙发垫巾；如果是
皮质的沙发，那主人就要多修
剪猫咪的指甲，或者提供足够
的供它抓挠的玩具。最好不要
使用地毯等绒面，排泄物很难
清理。沙发、床、柜体等尽量选
择下方间隙是宠物无法爬进去
的，避免宠物钻到里面，省了打
扫卫生的麻烦。如果室内有植
物，最好放在爱宠们够不到的
地方，如果宠物够得着，土的面
积尽量小。

需要注意的是家中的电

线，是宠物们的潜在危险，要确
保家中没有任何暴露的电线，
连接电器的电线最好在主人外
出和临睡时断掉电源，防止它
们误啃受伤。

假如宠物们还小，从家
具设置到杂物摆放都要避免
可坠落或尖锐物品，易碎品不
要放置在猫狗能够接触到的
平台边缘；假如它们已经很大
岁数了，那么要避免过高的猫
爬架或狗床。

猫猫可以在卫浴水盆里
洗澡，但是一定记得换一把
可以抽拉的水龙头。（摘编自

《新快报》）

家有宠物，家装主材避免木质■萌宠照护

暖气房中常会用到加湿器。河
南中医附一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至
婉说，正确使用加湿器有5点要注意。

使用前清洗 一段时间不用的加
湿器初次启动，要彻底清洁。清洗
时 ，尽 量 少 用 杀 菌 消 毒 剂 ，可 用
60-70℃的热水浸泡，再用流动水反
复冲洗，然后用软布拭去水箱周边的
水垢。

经常换水 加湿器内的水保留时
间过长会产生霉菌等微生物。建议加
湿器每天换水，最好一周清洗一次。

放到合适的位置 加湿器最好放
置在1米左右高的稳定平面上，这样

喷出的湿气正好在身体的活动范围
内，室内空气在这一高度也更容易流
通。尽量远离热源、腐蚀物、电器等。

不要在加湿器内乱加东西 无论
是醋、板蓝根、精油、香水、杀菌剂还
是花露水等，都不建议放入加湿器内
使用。因为有些药物或精油成分，如
果被吸入肺部，容易导致鼻炎或哮
喘，甚至产生严重后果。

配合使用湿度计 用加湿器，最
好配合用湿度计，随时监测空气湿
度 。 冬 季 最 适 宜 的 空 气 湿 度 是
40%-60%，过于潮湿易引发肺炎和
呼吸道疾病。（摘编自《大河报》）

使用加湿器，5点需注意

雪地靴
穿一天就要晾一天

冬天的靴子好看又保暖，
但清洁、保养是个难题。

皮革靴 皮靴有光泽、
无褶皱是最好的状态。在
穿之前，应先喷一层防水喷
雾，保证不被雨水打湿、防
灰尘、防滑防痕，最好先在
脚跟等不显眼的地方试验
是否会掉色后再使用。保
养时，最好先在里面放上鞋
撑，再用软布（旧T恤等衣物
也可）蘸上专用清洁剂擦
洗，最后再用干布擦干净。

雪地靴 毛毛的雪地靴
很容易脏，不好打理。如果
沾上了灰尘，推荐用柔软的
马毛刷扫净。因为雪地靴内
侧都是毛，容易吸汗、发臭，
最好穿一天就在阴凉处晾一
天，里面也可以放袋干燥剂。

绒面靴 近些年，绒面
靴成了市场新宠，但它不能
清洗，容易有划痕，很多人
不知道怎么保养。为了防
止划痕和脏污，穿之前的防
水喷雾同样不能少。脏了
后，先用干布或干的软毛刷
将灰尘擦掉。再用洗洁精、
白醋、清水，按照2∶1∶50的比
例配成清洗液，用鞋刷蘸着
仔细刷洗鞋面，泡沫用海绵
吸干。之后再用清水刷洗
一两次，放在通风处风干即
可。（摘编自《生活晚报》）

自热食物
有安全隐患

目前，市面上的自热
食物一般是在餐盒内自带
水袋和加热包。当加热包
被弄破，水和发热剂发生反
应，发热剂快速散热，产生
的 120℃的高温使得上层
经过烹饪的食物快速加热。

北京急救中心医生提
示，自热型食物会添加过多
的食品添加剂，如磷酸盐、
防氧化剂、防腐剂等。虽然
正规厂家生产的此类食物
添加剂符合国家标准，但长
期食用，对心脑血管有一定
影响。此外，自热食物采用
化学反应产生的热量来加热
食物，在使用量和使用方法
上没有统一标准。若购买了
劣质商品，易因操作不当发
生烫伤，严重时还可导致爆
炸。（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生活

发财树盆栽怎么养

发财树寓意好，很多家
庭喜欢养，但养好有讲究。

光照 发财树喜阳，把
它放在阳光充裕的地方，叶
片颜色不会变暗。为了防
止枝干变扭曲，使叶面朝向
窗外的方向，能保持美观。

施水 刚栽到花盆中
时，植株还没有适应环境，需
少施加水分。冬季气温较
低，要少施水，并避免积水。

肥料充足 每半个月施
一次肥，能让叶片变茂盛。

盆、土的选择 花盆要选
透气性好的陶盆，避开瓷盆。
可用腐叶土，加一点底肥，保
障生长。（摘编自《徐汇报》）

蒸汽眼罩不宜久用

为缓解眼疲劳，蒸汽眼
罩成了不少人信奉的“护眼
神器”。武汉同济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李贵刚撰文指出，
蒸汽眼罩确实可以缓解眼
部疲劳。如果过度用眼，每
天睡前给眼睛来一次蒸汽
热敷是有益的，但建议使用
前做好眼部和面部清洁；其
次控制在 25 分钟内，防止
热敷时间过长导致低温烫
伤，尤其是老人和儿童更要
注意。如出现低温烫伤，先
用冷水冲洗至无痛感再就
医。此外，热敷时不能戴隐
形眼镜。（摘编自《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