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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交交急急刹刹车车，，四四岁岁娃娃磕磕破破下下巴巴
司机躲车也是没办法，孩子家长与公交公司协商赔偿

泰泰安安市市农农村村信信用用社社““微微时时贷贷””系系列列产产品品快快递递

装修贷

针对个人发放的
用于支付房屋装饰装
修相关费用的信用贷

款。
适合人群：
工薪阶层、个体

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等
申请条件：
1、年满22周岁，

年龄+贷款期限≤63
周岁

2、收入稳定
3、拥有房产
所需资料：
1、身份证明、户

籍证明、婚姻证明、房

屋证明
2、近1年个人主要

银行账户流水
3、住房装修工程

施工合同
借款额度：
1-15万
借款期限：
6个月、12个月、18

个月、24个月、36个月、
48个月、60个月

还款方式：
等额本息

还款期 利息 本金 分期还款额 贷款余额
1 1087 . 50 7846 . 57 8934 . 07 92153 . 43
2 1002 . 17 7931 . 91 8934 . 07 84221 . 52
3 915 . 91 8018 . 16 8934 . 07 76203 . 36
4 828 . 71 8105 . 36 8934 . 07 68097 . 99
5 740 . 57 8193 . 51 8934 . 07 59904 . 49
6 651 . 46 8282 . 61 8934 . 07 51621 . 87
7 561 . 39 8372 . 69 8934 . 07 43249 . 19
8 470 . 33 8463 . 74 8934 . 07 34785 . 45
9 378 . 29 8555 . 78 8934 . 07 26229 . 67
10 285 . 25 8648 . 83 8934 . 07 17580 . 84
11 191 . 19 8742 . 88 8934 . 07 8837 . 96
12 96 . 11 8837 . 96 8934 . 07 0 . 00

合计 7208 . 88 100000 . 00 107208 . 88

贷款利率按照我社贷款利率定价管理办法执行，如遇利率调整，请以各单位当前执行利率为准。

本报泰安6月21日讯 (记者 赵兴
超) 20日，泰城一辆去往岱岳区房村
镇的公交车，因司机急刹车，车上一名
男孩从奶奶怀抱摔了出去，磕破了下
巴。由于赔偿协商不一致，双方一度闹
进了派出所。

6月20日下午，泰城公交司机张良
(化名)，驾驶城乡公交车行驶至岱岳区
房村镇时，为了躲避前方车辆，猛踩刹
车。车上一名4岁的男孩，从奶奶的怀里
一下摔了出去，倒地后下巴被磕破了流
了不少血。

眼看孙子摔得出了血，老人家也不
愿意了。张良马上和家长一起，把受伤
的孩子拉到了市中心医院进行治疗。包

扎完毕后，双方就责任划分、后续治疗
费用以及损失问题进行协商，但最终没
有谈拢。双方一言不合，矛盾升级，公交
车司机张良报了警，迎胜派出所民警到
达现场。

司机张良认为，此事是上班期间出
的问题，应该由所在公司出面解决。但
是男孩家长不让张良离开，称孩子被碰
伤是司机张某的过失行为，怕他离开后
没有人负责此事。

民警考虑到双方的情绪和矛盾点，
告知双方要合理合法解决，不得发生打
架斗殴、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犯罪行
为。通过民警工作，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一起公交车所在的公司调解处理。21

日，公交司机表示，事件正在由公司负
责处理，具体情况还要等协商结果。

齐鲁晚报记者从公交司机处了解
到，老年人带孩子坐公交车，因为自身
腿脚不便、孩子乱走动等，很容易在车
辆转弯、急刹车、停起步时发生磕破。建
议老年人带孩子在公交车上，尽量和孩
子坐在座位上，躲开前后门人员密集的
地方，避免被挤压踩踏。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公交车司机说，发生这种事故，
司机最终可能也会牵连赔偿或被处罚，
公交车司机最怕的就是车上老人小孩
多，一旦出事实在“赔不起”。虽然车上
会播放提醒给老人小孩让座的语音，但
没法强制执行，老人站不稳受伤在所难

免。有的老年人赶车，个别司机也会有
意“躲避”。

法院法官分析，乘客与公交公司之
间为客运合同关系，公交公司负有保障
乘客安全的义务，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
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般这类
案件，营运方都需要承担责任，具体责
任比例，还需要依据双方证据等来裁
定。

《合同法》关于营运合同相关条款
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
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
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
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
外。

文文化化路路上上法法桐桐““掉掉毛毛””
市市民民喊喊痒痒环环卫卫工工喊喊累累

本报泰安6月21日讯(记者 陈
新) 泰城的文化路两旁栽植不少法
国梧桐，最近法桐树上的毛球往下掉
毛，让不少居民和路人很反感，还有
人因此过敏，迷眼睛。

20日，记者来到文化路，马路两
侧全部是高大的法桐，虽然能够遮挡
炎炎烈日，但树上的褐色毛球往下掉
毛让过往的市民有点受不了。记者看
到，风一吹，树上就有大量毛絮飘落，
不一会儿，记者就感觉迷了眼。

“这些毛毛太多了，我从这边读书
经常迷眼。”在附近读高中的女生小周
说，她是长发，毛毛掉在头上很难弄
掉。“毛毛弄到我身上，又红又痒痒，感
觉跟被毛毛虫蜇了一样，眼睛、喉咙也
不舒服。”家住文化路泰山学院宿舍的
张女士说，她对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过
敏，每次出门时都得裹得严严实实的。

“这些树从春天就开始掉毛，弄
到人身上又红又痒。”路边一位门头

房店主刘女士说，这条路上法桐又高
又密，掉下来的毛毛有时候也会被风
吹到店里来，门口一天打扫好几次。

法国梧桐掉毛给环卫工人带来不
少麻烦。记者看到，梧桐树掉下来的毛
毛和一些树皮、树叶堆在路两边，成为
这条路上的主要垃圾。“这边还是刚刚
扫过一遍，现在又落上了一层。”一位
环卫工无奈地说，这些树不光是掉毛，
而且掉树皮，每年都要掉一次树皮，给
他们清扫马路带来麻烦。

泰安市园林局绿化科工作人员
介绍，法桐一年有两个时段飘果毛，
分别是春天发芽时飘絮和5月中旬果
实成熟时飘果毛絮，尤以后一时段为
多。工作人员介绍，文化路栽植的法
桐已经四五十年，当时用的是老品
种。这种法桐不光在文化路有种植，
青年路、虎山路也都是用的一种树。

“这些地方的法国梧桐已经长得很
大，形成了景观，没有办法改动。”

法桐树

下走常有毛

絮掉身上。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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