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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小轿车大客车开进深沟
车上 26 名乘客砸破车窗逃出，其中一名孕妇腿部被划伤

一汽-大众在刚刚过去
的 6 月份，一汽-大众累计
销售 134,699 辆，同比增长
为 20 . 8% ，连续两个月保
持市场产销第一，再度引领
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上半
年，一汽-大众累计销售整
车 756 , 0 02 辆，同比增长
26 . 5% 。一汽-大众依托强
大的体系能力，不断突破产
能极限，成功实现企业由做
大到做强的可持续发展。

一汽-大众聊城北斗泰
众 4S 店是一汽-大众在聊
城设立的特许经销商，在过
去的半年中为一汽-大众贡
献了巨大的力量。在此为下
半年能继续取得好成绩，特
邀聊城广大汽车爱好者及
一汽-大众的忠实客户于 7
月 13 日(周六)下午 18：00
参加“ 2013 一汽-大众盛夏
之夜宴”活动。本次活动将
在聊城北斗泰众展厅举行，
地址在开发区东昌东路 239
号(小湄河公园东 50 米路
北)。届此我们会为广大车
友们精心准备款款好车，我
们的金牌销售顾问会为每
位顾客耐心仔细介绍每款
车，并解答大家的疑惑，然
后公布价格，团购会就这样
开始了。每款车的砍价时间
为 15 分钟。让欲买者没有
后顾之忧，已最称心的价格
买到最完美的车。除此之外
来到本次团购会的朋友们
还会看到精彩的文艺演出，
享受夏季最美味的烧烤篝
火晚会。朋友们还等什么，
快来加入到我们的狂欢夜
吧。

聊城北斗一汽-大众

发出盛夏“夜宴”邀请函

本报聊城 7 月 11 日讯
(记者 李璇 通讯员 李
兴山 王华) 8 日，莘县城
区的刘先生在外就餐时，
原本完好的白酒瓶在盖瓶
盖时突然破裂，将手划伤，
刘某找到酒厂要求赔偿未
果，后经莘县消协调解，酒
厂方同意提供价值 260 元
的白酒一箱作为赔偿。

8 日，莘县城区的刘先
生与朋友在餐馆就餐时，
将自带的莘县一酒厂生产
的白酒打开了 2 瓶。按照往
常习惯，白酒在不饮用时，
刘某都会将瓶盖盖好，但
就在其将瓶盖盖到瓶子上
进行下压的过程中，酒瓶
突然破裂。刘某右手被划
伤，花去医药费 150 元，并
对生活造成不便。9 日，刘
某找酒厂交涉，要求赔偿
医药费和误工费共计 510
元。在双方达不成一致意
见的情况下，刘某投诉到
莘县消费者协会。

接到投诉后，莘县消
协立即进行调查，发现刘
某反映情况属实。白酒瓶
爆裂很少见，是瓶子自身
的原因，还是刘某用力过
大，不好界定。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18 条“经
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等规
定，工作人员组织双方进
行调解，在互谅互让的基
础上，达成一定意见：由酒
厂为刘某提供价值 260 元
的白酒一箱作为赔偿，互
不追究。

就餐时酒瓶破裂

一市民手被划伤

本报聊城 7 月 11 日讯(记者
孟凡萧) 11 日上午 9 点 20 分左
右，一位市民致电本报热线反映，
在卫育北路与新北环交叉路口，一
辆从聊城发往临清的客车撞到一
辆小轿车之后，冲进路边沟中，26
名乘客砸破车窗玻璃逃出，其中一
名孕妇在下车时腿被划伤。

11 日上午，记者在事故现场
看到，一辆大客车斜歪在路边深沟
内，车头和北侧车身被两个树夹
住。车头有些变形，前车窗玻璃出
现大片裂纹。车身靠近路边一侧，
三个车窗玻璃被敲碎，路边散落许
多玻璃碎片。在车内已无乘客，车
座下有不少玻璃碎片。在客车附

近，有一辆小轿车车尾明显变形，
后车窗玻璃粉碎。路上有 30 米左
右长的刹车痕迹。在客车旁边有一
位孕妇，满脸通红，包上有一些血
迹，随后，被其丈夫和同事送往医
院，这位孕妇从车上被人抱下来
时，腿被划破。

一位乘客告诉记者，事发时
司机突然紧急刹车，他还没反应
过来是怎么回事，客车就冲向了
路边沟里。“车一停，挨着窗子的
乘客赶紧用安全锤将车窗玻璃砸
碎，乘客都是通过窗子从车里跳
到了地上。路过的市民看到后，也
都过来帮忙。”

“当时也顾不上许多，就直接

跳下来了，还好有很多路人帮忙。
我的手机也摔坏了，只找到了电池
和手机后盖。”该乘客说，他是去临
清出差，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情。

大客车司机说，当时有一辆小
轿车超车跑到客车的前边，在路口
绿灯还未变为黄灯时突然紧急刹
车停下，为了躲避这辆小轿车，客
车司机急忙打方向盘将车开进了
沟内。“当时还有四五秒钟时间才
变为黄灯，他却直接停下了。”客车
司机说。小轿车司机说，当时他并
没有超车，看到前边信号灯变为黄
灯之后就停下了。“后边大客车开
得有点快，没想到撞到我们了。”小
轿车司机说，他们车上有两个人，

副驾驶上的人头有一些擦伤，司机
手臂有一些擦伤。

聊城交运集团聊临客运分公
司安全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客车
内当时有 26 名乘客。他们得知情
况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安置乘
客，多数乘客已经坐上了发往临清
的客车。事后，他们还会对乘客进
行一定的补偿。

附近村民介绍，事故发生在上
午 9 点 15 分左右，他们见到客车
栽进沟中就上前帮助乘客逃生。

“这个路口虽说有红绿灯，但是没
有监控，为抢过绿灯时常发生交通
事故。”该村民说。目前，事情还在
进一步处理中。

因为一点小事非要大动干戈
这几名当事人不光受罪、挨罚还要赔偿
本报记者 任洪忠 通讯员 崔希珍 耿利

张某和李某均是东昌府区道
口铺人。2012 年 8 月 28 日上午 7

日 15 分许，因张某给李某开办的
汽车厂停电，双方发生口角，李某
对张某进行殴打，致使张某闭合性
颅脑损伤。在聊城市某医院住院 3

天，花去治疗费、医药费等 2310

元。后聊城市东昌府区公安分局对

李某作出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事
后，双方对赔偿问题调解不成，起
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李某
医疗费、住院费、交通费等各项经
济损失 8000 元。法院受理后，被告
要求对原告张某的医疗费花费的
必要性及合理性进行鉴定，因被告
未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交鉴定费

用，未能鉴定。
事后，经过法官从法律角度判

决，从感情角度着想、从经商角度
发展等，推心置腹地给原、被告解
释。原、被告均同意调解。调解后被
告李某赔偿原告张某各项损失共
计 3200 元，于 2013 年 7 月底前过
付。逾期将按 6000 元赔偿损失。

案例一 因小口角殴打他人，换来拘留 5 天赔 3200

郝某与薛某均是东昌府区沙
镇某村人，2012 年 7 月 27 日下午
4 时左右，郝某与薛某因家庭琐事
发生争执后，郝某辱骂对方，争执
中薛某父子与郝某相互殴打，造成
郝某受伤，住进聊城某医院，医院
诊断为：肋骨骨折、肺挫伤、脑震
荡、额部皮肤裂伤、双侧颜面部软
组织损伤。住院 14 天，花去治疗

费、医药费等 12000 元。薛某因将
郝某打伤，被东昌府区公安局处以
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事后，郝某
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将薛某父子
俩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薛某赔
偿经济损失 42715 . 25 元。

法院审理期间，原告郝某向法
院申请对自己的伤残等级及出院后
的误工时间、护理期限进行鉴定。通

过司法鉴定，鉴定意见：1、郝某被
人打伤致肋骨骨折属于十级伤残，
2 、郝某出院后的误工时间为 3 个
月，出院后的护理期限约 15 天。

按照鉴定意见被告薛某要赔
偿原告郝某近 50000 元钱。后来经
过法官调解，原告看在都是乡里乡
亲的情份上，最后，让被告拿 30000

元了结了本案。

案例二 家庭琐事起争执，一人受伤住院 14 天

2013 年 3 月 5 日，唐某因办事
路过聊城市一银行门口，没想到在
银行门口与打扫卫生的石某发生
了口角。石某说唐某的车蹭着了
他，唐某说没蹭。正在两人争执期
间，石某的熟人张某不问青白上去
就用铁锹拍打唐某，致使唐某头破
血流，被送进了医院。经诊断段某
为闭合性颅脑损伤，头皮挫裂伤，

外伤性耳聋。第二天对唐某进行了
伤情鉴定，鉴定唐某为轻微伤。唐
某住院 11 天，花去各项费用 4054

元。张某因故意伤人被行政拘留 3

日。唐某出院后，将张某告上法院，
请求法院判令张某各项经济损失
11000 元。

法院受理后，及时将被告张某
传到法庭询问情况。张某此时还没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辩解说自
己是助人为乐没有打人等等。经过
法官实事求是地讲解，说明利害关
系。张某才渐渐地认识到自己行为
的严重性，表示愿意对受害人赔偿。
法官根据原告的诉求，结合被告的
经济状况，经多方做工作，最后，被
告张某赔偿原告唐某医疗费、住院
费、交通费等损失 7200 元。

案例三 用铁锹“仗义助人”，被拘三日赔偿 7200 元

日常生活中，人

与人之间难免因一

些小事发生摩擦，出

现分歧，产生纠纷。

小摩擦处理得当，双

方都能满意，利人利

己；处理不当，麻烦

自己，伤害对方，还

要赔偿。最近，东昌

府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几件因在小事上

大动干戈，引发受

伤、拘留和赔偿的案

例，希望能给人以警

示。

▲乘客敲破
车窗后逃出。

事发现场，
歪斜的大客车被
树挡住。

本报记者
孟凡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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