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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举了一个例子!蛮有意思的"

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做心脏手术!还失败了
钱可以退!但要再开一次心脏!把换的#器官$还出来!你愿意吗%

故障灯老是亮!!"店修了两次无果!还拆修了发动机
要求退钱!店方说&退钱可以!要将换上的零件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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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黄先生投诉! 我买了才两年的别克

轿车出了故障! 送
!"

店两次维修没有解决问

题"我要求退维修费"可店方却表示!退钱可

以!但要把换上的零件拆下来"

实习生井莹 记者殷益峰核实报道 初听
黄先生的投诉$觉得他有点" 不讲理#$既然你
用了

!"

店的商品$觉得不满意$

!"

店愿意全额
退款$你的商品当然要退还给人家了%

可听了黄先生的叙述经过$ 再加上他的
一番举例$倒觉得他的" 不讲理#蛮有些意思
也有点在理的%

黄先生的这辆别克君威是在
#$$%

年
&

月
买的$开了

'$

万多公里%今年
&

月$汽车仪表盘
上的故障灯总是间歇性闪跳%

((

月底$ 黄先生将车送往常州常通汽车
!"

店维修%店方检查后说$是缸线和火花塞有
问题$为此$黄先生花了

#$$$

多元更换了缸线
和火花塞%

(#

月
#

日$黄先生去提车时$故障灯跳闪
的现象没有了% 可开出

!"

店不到
!

里多路$故
障灯又跳了%

黄先生立即返回
!"

店$ 店方维修人员检
查后解释说$这可能是出现了第二个故障%让

黄先生把车留下$继续排查%一星期后$店方
告知黄先生$经检查$车子的发动机有问题$

需要拆装并更换配件%

拆发动机可不是小维修了$ 经过一番犹
豫$黄先生还是听取了店方整修意见$拆装发
动机$更换发动机零部件%这次$黄先生又付
了
)$$$

多元维修费%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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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通知说汽车修好了%当天
黄先生赶去取车%可第二天$车子故障灯又开
始跳闪了%

这下$黄先生不乐意了$上次说是火花塞有
问题$这次又说发动机有故障$修了一个多月$

故障依然存在%于是他要求
!"

店退还维修费%

经过交涉$店方同意了$不过有个要求&

维修费退还可以$ 但需要将换上的发动机新
零部件拆下%

但黄先生听后$开始了他的" 不讲理#%他
先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我本来只是鼻子出血$ 医生检查后说要
给鼻子做手术%当时鼻子倒好了$可没过两天
却又出血了%再去看$医生说可能我的心脏有
问题$需要做心脏手术%结果医生在手术时$

给心脏里换了一些小血管% 鼻子和心脏都做

了手术$可病却还是没治好%再去找医院$医
院回复说$把看病的费用退给我$不过要把做
心脏手术时换的血管拿出来'那也就意味着$

我的心脏需要再次做手术'这样的事谁愿意(

听了黄先生的例子$ 仔细想想还真是有
些道理%

随后黄先生回到了纠纷上$他认为$车子
的发动机就像人的心脏$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
能轻易动的% 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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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在排查故障时过于草
率$已对发动机动了一次手术%现在问题没解
决$要他退款时$店方提出拆还零件的条件$

非要对发动机进行第二次手术% 这样对汽车
的发动机损害不就更大了吗(

昨天上午$黄先生再次到
!"

店讨说法%店
方几位负责人商量后给出一个方案$ 请上海
通用总部派专家来常对车辆进行会诊$ 如果
确诊结果跟

!"

店一样$公司将全力维修$直到
故障完全解除$ 同时将全额免除维修的工时
费%如会诊是

!"

店维修失误$则全额退还
)+$$

多元费用$不要求黄先生退还零件%

为表示诚意$

!"

店答应给黄先生一部同
型号的备用车$让他把车子放在店里$请上海
总部的技术人员来维修$绝对保持公证%

死在屋里 #$天
才被发现
警方暂定其为自杀

他平时很少与外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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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多钟$永红街道东巢村一私人出租房
内$一名男子被发现已经身亡%

站在房间门口$仍然能闻到$房里有浓
重的液化气的味道% 民警戴着口罩进入房
内$搬出了一个已经空了的液化气钢瓶%

据了解$这名房客姓邹$丹阳人$今年
,&

岁$已经租住在这里一年多了%平时很少
与周围邻居说话%一名邻居说$两三天前$

邹某的父亲曾来看过他$可敲了半天门$都
没人答应$以为他外出了$也就回去了%

直到
(%

日中午
((

点多钟$房东来收房
租才发现$邹某躺在床上$已经死亡了%

据初步检查$警方暂时认为邹某是自
杀$死亡时间已经有

($

天了% "宛热#

&这就是
有钢丝球的饭' $

想要有钢丝球的饭$

服务员拿起钢丝球

一把扔进顾客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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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左右$王小姐和两位朋友在路桥对面的

%-

%

快餐店吃饭$ 一位朋友发现饭里有一小
段钢丝球的残余$与领班交涉% 没想到$服
务员把钢丝球扔到了王小姐的碗里%

王小姐说$她的一位朋友吃了两口米
饭$发现碗里有一小段钢丝% 当时$因为还
没吃多少$他们要求店里免单% 服务员过
来拿走米饭$倒掉% 领班坚持要他们付了
钱才能走%

" 付钱可以$但我买的东西总要给我
吧' #王小姐就要求把刚才那碗有钢丝球
的米饭拿过来%

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领班让服务员拿钢丝球过来% 服务员
拿了过来$直接扔进了王小姐碗里&" 你不
是要有钢丝球的饭吗$给你' #

王小姐顿时目瞪口呆%

问领班事情是否属实$他沉默了一会
儿$从喉咙里挤出了一个" 嗯#字%

%见习记者 赵霅煜&

一辆白色轿车先在路中间
#%$

度调头!又
#%$

度拐弯!冲向公交站台

! ! ! !

中国常州网网友 '湖塘羊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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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

料!上午!在武进大学城常州纺院西大门外!

一辆轿车冲上公交站台! 撞断了路灯杆和广

告牌" 一位等公交车的路人也被撞伤了"

记者舒翼报道!中午
''

点多$来到武进
中医院七病区时$受伤的汪女士躺在病床上$

双眼紧闭% 医生说她脑部有淤血$骨盆和左腿
有很重的骨折$还在进一步抢救观察中%

旁边$ 一个女孩正往汪女士的嘴唇上润
水%女孩说$她是汪女士的侄女%当时$她和阿
姨正在朝公交站走$打算坐

#

路车去火车站$

本来她们是要去南京的% 阿姨走在外侧$只看
到一辆轿车直冲过来$车头还一扭一扭的% 随
后阿姨就被撞倒了))

在这个公交站台旁边$ 绿化带里出现了
两个坑$ 是分别撞断的路灯杆和灯箱广告牌
后留下的%

知情人吴师傅说$ 早上
%

点
*+

分左右$

一辆白色大众轿车从市区方向开来$ 到了纺
院西大门前$ 正好马路当中的隔离栏有个大
豁口$轿车就直接调头$拐进了反方向的车道
里$ 为了避让车道里的其他车$ 轿车偏了方
向$ 又一个

'.$

度调头$ 直接冲上了公交站
台$当时速度真是挺快的%

" 把路灯杆和公交站牌都撞断了$又把一
个等车的女的撞出去五六米远% 那个女的被
同行的人抱住$ 开始
时还能眨眼睛$ 后来
就不怎么动了% #吴师
傅说$ 开轿车的也是
个女的$

,$

多岁$一直
坐在车里$ 直到交警
来了才出来%

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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