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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毗陵陵··警示警示
快速行驶的电动车前，突然蹿出

一条小狗，两者相撞的结果极其惨烈：
小狗当晚不治而亡；电动车主倒地受
伤，脾脏因外力破裂而住院手术，构成
人身损害八级伤残。

这是一年多前发生在我市新北区
一条乡间小路上的交通事故。记者昨
天从新北法院获悉，一波三折后，这起
案件终于调解结案。

夜色中，电动车撞上蹿出的小狗

去年4月30日傍晚，60多岁的老
黄下班后，骑电动车沿乡间小路往家
赶。行至新北区春江街道安家路东村
路口时，看见前面一位农妇身旁跟着
一条小狗，正悠闲地散步。

判断没有险情，老黄放松警惕，加
足马力赶路。不料，当他经过农妇身
边时，小狗突然蹿到了车子前，老黄来
不及避让，连人带车撞了上去，自己重
重摔倒在地。

躺在地上的老黄惊魂未定，农妇
抱起瘫软的小狗已哭喊起来，引来其
家人赶到现场。老黄感觉自己摔得不
轻，但更担心要赔钱，趁着场面混乱，
一瘸一拐的他从农妇老公手中抢过车
钥匙，逃离了现场。

事故发生后，双方都没报警。

未报警，给事故处理埋下隐患

当天晚上，小狗就断了气，农妇养
了8年的宠物狗没了。

几天后，一个自称是老黄儿子的
年轻人找到农妇家，要求赔偿他父亲
因狗而受伤住院治疗的各项损失。

又过了两天，交警上门来调查当
天的事故经过。交警告诉农妇，事发
当天，老黄到家就开始便血，家人将他
送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脾脏因外力
破裂，当即住院并做了脾脏切除手术，
其伤情已构成八级伤残。老黄认为，
这起事故是农妇的小狗未牵绳导致，
故报警要求交警大队调查并认定事故
责任。农妇自觉无辜，辩称当天是牵
了狗绳出门的，并称事故原因是老黄
车速太快没看清路。

交警部门调查后出具了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书：老黄未保护现场且未报警，其
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
第一款的规定；小狗是否拴系牵引绳已
无法查清，以致本次事故事实无法查清，
成因无法判定。

都有错，按八二比例承担损失

去年10月，老黄一纸诉状，将农妇
起诉至新北法院，要求其先行赔付医疗
费用1万余元。农妇提起反诉，要求老
黄赔付其财产和精神损失。

承办法官仔细阅卷后，综合原、被告
的询问笔录和路面情况以及周边居民的
生活密度认为，这起事故发生后，双方还
没协商一致，老黄便驾车离开现场，未保
护现场也未及时报警，应对“被告是否牵
绳带狗上路”的部分事实承担举证不能
责任。涉案道路系机非混合的乡间村
道，道路两边均为民居，老黄与农妇系同
向而行，农妇在前，老黄在后，老黄应尽
到更谨慎的观察义务。但事发时，老黄
夜间行车，车速过快以致避让不及发生
撞击事故，其对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
失，故应对事故所产生的损失承担主要

责任。
农妇辩称事发时牵了狗绳，但未能

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另外，其表述牵绳
长度为2米多，但事发路段宽度仅约5.5
米，人行道和车道间没有区域划分和相
隔的栏杆。基于维护交通安全的责任，
农妇在事发路段应对小狗的活动范围尽
到管理义务。因事故发生在路段的中
间，证明农妇存在管理不善的过错，应对
事故所产生损失承担次要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老黄和农妇按照八
二比例承担医疗费损失。双方均未上诉。

各退一步，最终达成调解方案

今年4月，老黄治疗结束，再次诉至
新北法院，要求对身体伤残进行司法鉴
定，同时要求对方承担后续的医疗费、误
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
失近40万元。

因老黄的出院诊断已经构成人身损
害八级伤残的标准，为减少当事双方的
诉累，节省鉴定费用，最大限度消除矛
盾，承办法官竭力调解。经过几轮沟通，
终于促成双方友好达成了调解方案。

王芳 方婷 胡艳

一个说车速太快，一个说狗没牵绳——

撞死一条狗 丢了一只脾

5月25日，由市慈善总会扶持的项目——“夕阳红”老年党员志愿者安全急救培训在钟楼区永红街道新华村举行。
据悉，该项目从今年5—11月将举办20余场活动，对新华村的老年党员、村民进行家庭急救知识、疾病急救知识、意外伤害

急救知识和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急救能力，发挥老年党员志愿者红色先锋队的作用。 庄瑜图文报道

本报讯 “如果不是保安冒着
生命危险来扑救，后果真是不堪设
想！”昨天，家住新北区三井天山花
园的张大妈来到物业办公室，感谢
小区保安危急时刻无私相助。

5月21日中午12点12分左右，
天山花园某幢102室窗户突然冒出
滚滚浓烟。小区保安队长邵体恩发
现后，第一时间通知正在巡逻的保

安朱安峰和王昌华，3人立即跑到
102室，发现业主是一位老太，做饭
时油锅着火，火苗蹿到了橱柜上。

因火势比较大，整个厨房间都
着了，手持灭火器已经不顶用，3人
赶紧打开走廊上的消火栓进行扑
救，10分钟后将火扑灭。

目前，三井派出所已为3人申
报见义勇为奖励。（李文霞 汪磊）

3名保安英勇救火

本报讯 5月25日下午，家住
常州经开区河苑东村的朱先生打
进新闻热线，希望能够得到爱心
送考服务。经过记者的协调，“常
州晚报爱心车队联盟”成员、江苏
交广网爱心车队常州分队队长曾
文全接受了朱先生的委托，承诺
高考三天里，每天早上送他女儿
到五中的考点。

朱先生打进新闻热线时还有
点紧张，说话有些不利索。他是常
州的新市民，家庭条件一般，出行
全靠电动车。可是，从河苑东村赶
到五中，要横穿主城区，电动车实
在不牢靠，万一中途断电趴窝怎
么办？公交车又太慢！直接到五中
旁边订个宾馆吧，女儿说她认床，
睡不好咋办？

这些天，朱先生一直在焦虑此
事，做过常报小记者的女儿提到：报
社每年都有爱心出租车在高考时爱
心送考的报道，可不可以向报社求
助呢？于是，他打通了报社的热线电
话：86633355。

曾文全告诉记者，今年将是他
们连续19年参与高考爱心送考。今
年爱心车队共准备了22辆车参加，
确保将考生安全顺利送到考场。车
队还准备好了风油精、人丹、清凉
油、矿泉水、笔等，为考生提供周密
的防护。

曾文全说，车队还将接受困难家
庭学生、军烈属、困难残疾人家庭的
考生报名，提供一对一上门免费接送
服务。报名时间截止到6月5日。

（舒翼）

曾经的常报小记者要高考了，父亲很着急——

出行不便很焦虑
爱心送考来帮忙

本报讯 一只装满了垃圾的垃圾
桶，竟然也会被人惦记。记者昨天从
武进区公安分局获悉，因为租住房里
缺一只垃圾桶，吕某就趁半夜无人之
际，在街上顺手牵羊了一只。

5月17日8点多，武进广电网络
公司洛阳经营部负责人赵某到屋外
扔垃圾时，发现门口的垃圾桶不见
了，附近的绿化带里还有一些垃
圾。赵某越想越生气，居然有人连
垃圾桶都偷，遂报了警。

洛阳派出所民警到现场了解情
况，得知丢失的垃圾桶是赵某花400
元买的，放在门口半年了。民警调取
附近的视频资料发现，当天凌晨1时
许，有辆三轮车驶到案发地，车上下来
两人，其中一人将垃圾桶搬到绿化带，
倒掉垃圾后搬上车离去。

嫌疑人吕某很快被抓获。据其交
代，他是扫铝箔灰的，这活多在晚上
干。案发当晚，他扫完铝箔灰，与老乡
开车经过案发地时，看到路边这只垃
圾桶成色还比较新，想起房东嫌弃自
己乱扔垃圾，就将垃圾桶偷走了。

目前，吕某已被行政拘留。
（何嫄 武公轩）

缺少垃圾桶
半夜偷一只

本报讯 身为高级工程师的李某
沉迷于赌博，将公司的高精机器设备
当废品卖了。溧阳法院多方努力，终
将这批机器及时追回，确保公司的正
常运营。记者昨天从溧阳法院了解
到，李某的案件将择日宣判，公司对法
官的帮助深表感谢。

李某是溧阳某动力公司高级工程
师，染上赌博恶习的他为筹集赌资，窃
取了公司的激光器、氦检仪等设备，以
报废的名义卖给专业从事回收的刘
某，得款约10万元。后经鉴定，涉案
设备价值数十万元。

法官段云松了解到，涉案的部分设
备仍在刘某那儿，其正准备拆分处置。
动力公司称，这些设备涉及高精技术，关
系到公司相关生产线的正常运营，若无
法及时取回投入生产，会给公司造成巨
大损失。段云松立即联系刘某、动力公
司和李某家属。经多方沟通，李某家属

主动退出违法所得，刘某表示愿意原价
退回。

经法院协调，4月27日，刘某将机
器设备送回某动力公司，领回了支付给
李某的回收款。对于法院的大力支持，
动力公司表示了真诚感谢和高度认可。

（舒翼 王鹏超）

沉迷赌博偷卖设备
法官协助全力追回

本报讯 合同签订后，原材料价
格飞涨，为了多赚钱就迟迟压着不发
货，自以为精明，但这样的“利润”，法
律是不支持的。记者昨天从市中院获
悉，该院对这起采购合同案作出终审
判决，失信的被告必须赔偿原告6万
多元。

去年7月26日，惠丽公司与利斯
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购买铝棒30吨，
单价为合同签订当周长江现货铝锭均
价，交货时间为合同签订后10日内。
哪知，到了约定日期的最后一天，利斯
公司也没有交货。惠丽公司在一个半
月内3次催货，利斯公司均推说上游

企业需要排单发货。无奈的惠丽公司只
得另行采购，但因铝锭价格大涨，同等数
量的货多付了6万多元。

惠丽公司认为，合同签订后，利斯公
司不是没货可交，而是将货交付给了出
价更高的客户。其不守信用，导致自己
采购成本大幅增加，理应作出赔偿。为
此，他们将利斯公司诉至常州经开区法

院，要求解除合同并索赔损失6万多元。
经开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利斯公司

在约定的期限内未能交货，解除合同于
法有据。同时，由于利斯公司的违约行
为，导致惠丽公司多支付了6万多元差
价，该损失应由利斯公司赔偿。

利斯公司不服，向市中院提起上诉，
但被驳回。 （黄文娣 王淑君）

涨价毁约不交货
利润全部吐出来

5月4日一早，金坛法律援助中
心门口，一对三十出头的男女，拎着
两个大袋子焦急地等待，直到一个身
影出现。“杨主任，我弟弟的工作落实
了！现在，我一边照顾我妈，一边纳些
鞋底卖，多纳了一些，你千万别嫌弃
啊！”见到中心主任杨小卫，蒋女士带
着弟弟蹒跚上前表示感谢。

蒋女士家住金城镇白塔村，
2018年5月因车祸导致腿部伤残。在
法援中心和律师的帮助下，2019年1
月，蒋女士拿到了14万余元的赔偿。

案子结了，但杨小卫在走访中
了解到：蒋母卧病在床，蒋女士的弟
弟有智力障碍，一家人挤在20多平
方米的旧房里，家里连件像样的电
器都没有。为了照料母亲和弟弟，蒋
女士无奈辞去工作，全家生活失去

了来源。
杨小卫立即协调当地民政部

门，帮蒋女士一家申请了重点帮扶，
还通过金城司法所拿到了辖区福利
企业名单。一次次电话沟通、一次次
上门做工作，今年“五一”前夕，杨小
卫为蒋女士的弟弟找到了一份合适
的工作，全家生活多了一份保障。

蒋女士的遭遇只是金坛区法律
援助真情为民的一个缩影。“‘结案’
不能‘丢案’，不仅要帮‘讨说法’，更
要帮忙‘谋出路’，把法律援助这件
民生实事落到实处。”金坛区司法局
副局长孙遐说。

据悉，金坛区自2020年将法律
援助列入民生实事项目以来，已累计
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480件，群
众满意率达98.5%。司法轩 王淑君

金坛法援——

帮忙讨了说法
还全力帮谋出路

本报讯 常年从事客户接待工作
的市民施女士，被某美容院“定制美
丽，许你一世美颜”的广告打动后，不
顾家人阻拦，办了18800元的美容套
餐。结果，“美容”不成，差点“毁容”。

5月中旬，施女士向天宁区市场
监管局兰陵分局投诉，称因为美容导
致面部皮肤受损，要求店家退还套餐
费用并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
费等。

原来，前段时间，施女士在天宁区
某美容院办了美容套餐。哪晓得接受
美容后，仅仅两周，她的脸上就出现块
状红肿，如蚊虫叮咬般异常痛痒，加上
疫情防控期间需要佩戴口罩，皮肤与

口罩的摩擦导致红肿的皮肤越发难受，
严重影响她的工作和生活。施女士到医
院就诊，诊断为皮肤表皮受损，必须立即
治疗。等到她投诉时，已花去医疗费近
千元。

美容院负责人对施女士的主张不予
认可，称因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美容过程
中偶尔会有消费者出现皮肤红肿现象，
属于正常的色素回流，只要坚持做下去，

她们有信心让施女士的皮肤恢复正常。
但是，美容周期长，套餐用完了还要续
费，施女士认为这是店家的连环套，坚决
要求退费。

最终，在工作人员的耐心调解下，双
方达成协议：美容院作出道歉，提前终止
套餐，并参照实际消费比例，退还剩余套
餐费用13000元。

（章长春 胡艳）

买了万元套餐
“美容”变“毁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