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3 月底，照常在外面找活的王玉

兰遇到正招油漆工的曹广兴、冯慧云夫

妇。交谈中，曹广兴和冯慧云发现王玉兰

干活踏实，工作经验丰富，就招了王玉兰。

3月 22日，王玉兰来到工地上班，双方

约定每日劳动报酬 200 元。对王玉兰来

说，刷油漆本是再拿手不过的工作，可意

外还是发生了。两天后，王玉兰站在距离

地面 1.5米的高架上刷油漆时，不慎从高架

上掉落下来。

曹广兴夫妇赶忙将王玉兰送到了医

院，经医院诊断，王玉兰左侧坐骨支骨折，

全身多发软组织挫伤，建议卧床休息 4至 6

个月。对于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王玉兰来

说，这无疑是断了生活来源。

刚住院时，曹广兴夫妇俩帮王玉兰垫

付了医疗费 2000 余元，后又为王玉兰送

去价值 2000 元的营养品，并向王玉兰支

付了 3 天的工钱。看到曹广兴夫妇为自

己跑前跑后，王玉兰也十分感动，但没过

多久便再也见不到曹广兴夫妇了。毕竟

是因为工作受伤，加上后期恢复身体无法

继续工作的日子还很长，王玉兰便联系曹

广兴夫妇商量后续的补偿，但被拒绝。为

了争取自己的权益，王玉兰将曹广兴和冯

慧云告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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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前，原告王玉兰申请对伤残

等级、后续治疗费、误工期、护理期、营

养期鉴定。今年 3月 7日，法院委托司

法鉴定中心鉴定得出：王玉兰系左侧

坐骨支骨折，不构成伤残，因损伤所致

的误工期为 120至 180日、护理期为 60
至 90 日、营养期为 60 至 90 日，无后续

治疗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此案的争议焦

点归纳为：原告王玉兰与两被告之间

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原告王玉兰的诉

讼请求是否合理合法？原告王玉兰起

诉第二被告冯慧云主体是否适格？

法院认为，基于两被告自认在原

告王玉兰受伤前确实向其提供过劳

务，原告受伤后给其垫付医疗费、购买

营养品和支付三天工资的事实，可以

推定原告王玉兰在此案中受雇于两被

告从事油漆工工作。两被告间系夫妻

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收益

共有，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据此，

原告王玉兰起诉被告冯慧云主体并无

不当，两人的的抗辩不能成立，法院不

予采信。原告王玉兰由两被告雇佣从

事油漆工工作，作为雇主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致使原告王玉兰从 1.5米高

处坠落，导致其左侧坐骨支骨折。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的相关规定，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另外，原告王玉兰系成年人，在离

地 1.5米的架子上施工作业，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其疏忽大意坠落致伤，自

身存在过失，可适当减轻两被告 30%
的赔偿责任。根据鉴定意见，误工期

法院酌定为 150 日，护理期和营养期

酌定为 75 日，较为公平合理。原告王

玉兰主张的误工费参照 2017 年西宁

市部分工种（职业）工资指导价位，装

饰美工月平均工资 4400 元÷30 天＝

147 元，147 元×150 天＝22050 元；原告

王玉兰主张的营养费，法院酌定每天

30元，30元×75天＝2250元；原告王玉

兰主张的护理费参照 2018 年西宁市

部分工种（职业）工资指导价位，护理

人员月平均工资 3334 元÷30 天＝111
元，111 元×75 天＝8325 元，以上共计

32625 元的 70%即 22837.5 元。再从中

扣除两被告生垫付医疗费和给原告王

玉兰购买营养品计 4245 元，按原告王

玉 兰 过 失 应 承 担 30% 责 任 比 例 即

1273.5元，法院支持 21564元。关于原

告王玉兰主张的交通费 1000 元，由于

其并未住院，且无乘车票据证实，故法

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王玉兰主张的

精神损害赔偿金 5000 元，由于其不构

成伤残，且自身存在过失，不符合精神

损 害 赔 偿 的 构 成 要 件 ，法 院 不 予 支

持。关于原告王玉兰主张的鉴定费

3360 元，按责任比例，法院支持 2352
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 16 条、第 26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1 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8条第 1
款、第 11 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64 条第 1 款、第 134 条第 1
款、第 118 条之规定，判处被告曹广

兴、冯慧云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赔偿

原告王玉兰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

鉴定费，共计 23916 元；驳回原告王玉

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临时工摔伤谁担责？
年近40的王玉兰多年来以油漆工的身份穿梭在各

个工地上，依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去年在工地干
活时，不慎从高处坠落，但雇主却以王玉
兰打零工不存在雇佣关系拒绝后
续赔偿，为了维护自己的
权益，王玉兰将雇
主 告 上 法
庭。 ■ 本报记者 王雪

今年 5月 6日，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此案。

庭审时，原告王玉兰向法院提出诉讼

请求：要求被告给付自己 180 天的误工费

36000 元、90 天的营养费 6300 元、90 天的

护理费 14154元、交通费 1000元、以及精神

损害赔偿金 5000 元、鉴定费 3360 元，共计

65814元。

被告曹广兴、冯慧云辩称，自己从未雇

佣过原告王玉兰。被告曹广兴说：“原告

王玉兰是自备工具到处找活干的务工人

员，去年 3月我只是介绍原告王玉兰工作，

但并未确定雇佣关系和商定每日 200元工

资。工地干活有多种结算方式，如按面积

结算，按天包工等，故原告王玉兰的诉讼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冯慧云与此案

无任何关系，原告王玉兰也无法证明被告

冯慧云支付工资报酬。”

同时，被告曹广兴表示，原告王玉兰受

伤，是因为其技术不到位，干活中未注意

安全，从 1.5 米处摔下受伤，自身应承担较

大过错责任。自己也只是个打工者，根本

无能力赔偿。

曹广兴辩称：“原告王玉兰的诉讼请求

过高，计算依据有误。首先，原告王玉兰

未构成伤残又何来精神损失赔偿金呢？

其次高达 1000 元的交通费也与事实不相

符，以每日 200 元计算误工费也根本无法

成立。至于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不仅

计算有误，而且以最长期限计算，以上均

是我不能承受和予以认可的。事发后我

及时救治，并且考虑到原告王玉兰和我们

一样都是打工者的心态，借款垫付了原告

王玉兰医药费和其他费用共计 6000元，但

是原告王玉兰对此却只字不提，还主张高

额赔偿，与情与理我都无法承受。综上，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王玉兰对我和妻子的

诉讼请求。”

案起缘由

摔伤后 因赔偿问题闹上法庭

对簿公堂

临时工 是否与雇主存在雇佣关系

法槌落定

提供过劳务且支付工资即形成雇佣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