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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原告：刘暖曦的重
大过错与江歌的死亡有
直接因果关系

原告诉称，被告刘暖曦与原
告唯一的女儿即受害人江歌系
日本语言学校的同学与好友。
2016年9月2日，刘暖曦不堪前
男友陈世峰的骚扰向江歌求助，
江歌同意其借住在自己租住的
公寓内。11月2日下午，陈世峰前
往江歌公寓要求与刘暖曦见面
并要求复合，刘暖曦因为害怕，
要求江歌陪同。江歌在意识到危
险时要求报警，但被刘暖曦以居
住不合法为由阻止。后陈世峰尾
随刘暖曦到其打工的拉面店，其
间伴有胁迫、语言暴力等，双方
再次激发矛盾。

当日晚11时左右，刘暖曦再
次要求江歌等她一同回江歌公
寓，3日凌晨两人一同从地铁站
回公寓，发现事先等待的陈世峰
后，走在前面的刘暖曦用钥匙打
开门进入室内，紧随其后的江歌
被刘暖曦反锁在门外。在无法接
触到刘暖曦后，陈世峰彻底失
控，对江歌连捅11刀导致江歌死
亡。后刘暖曦开始报警及求助。
在此期间，刘暖曦未曾开门，未
曾对江歌实施任何救助，直到警
察出现后才开门。警方到达现场
后将江歌送往医院抢救。11月3
日凌晨2点20分，江歌因失血过
多抢救无效死亡。

原告认为，江歌遇害事件

中，被告刘暖曦虽不是直接伤害
人，但存在重大过错，且其过错
与江歌的死亡结果有直接因果
关系。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
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
偿金、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
签 证 费 及 经 济 损 失 共 计
1541426 . 33元，承担原告因赴
日处理江歌遇害案件支付的律
师费及翻译费、鉴定费、公证费
等诉讼支出共312075元，承担
原告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翻译
费、鉴定费、公证费共2 1 8 9 0 8
元，承担本案诉讼费。

庭审中，在听到女儿江歌遇
害时的情况，江秋莲连续三次泪
洒现场。江秋莲告诉记者，她此

次出庭，背着江歌的背包，拿着
她的水杯，还有女儿遇害时穿的
衣服，“我想跟江歌一起见证这
一刻。”

被告：刘暖曦把门
锁上没有出屋是遵照警
方的指示行动

被告答辩称，江歌被害后，
刘暖曦并非一开始就是日本警
方要保护的证人，而是作为嫌疑
人被控制大约两个星期时间，最
后刘暖曦以证人身份参与庭审，
是警方通过现场勘验、结合刘暖
曦的言行举止，以及案件侦破后
多方获取的信息，最终作出的判

断。刘暖曦在凶案发生以后，以
恐吓报警，警方以恐吓罪立案，
后对陈世峰采取强制措施，日本
的刑事判决以恐吓罪和杀人罪
判处陈世峰20年，刘暖曦是恐吓
罪的被害人。刘暖曦在日本警方
的供述客观真实，报案是正常反
应，且意图把损失降到最低。报
案后警方让其把门锁上，不要出
屋，均是遵照警方指示行动。

刘暖曦与陈世峰分手后，已
经通过请人陪同、用柔和理性方
式避免争吵激化矛盾等方式尽
可能做到合理安全保护。刘暖曦
与江歌合住，因刘暖曦既不知道
日本法律如何规定，也不知道江
歌是如何与房东交涉的，故不想
节外生枝，才提出不报警，两人
都是具有独立判断的成年人，最
终是否报警并不完全取决于刘
暖曦。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
明陈世峰存在暴力胁迫和滋扰
被告的行为，没有证据证明陈世
峰为预谋杀害刘暖曦闯入江歌
公寓，亦没有证据证明陈世峰的
杀人动机及如何预谋，也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刘暖曦“迅速锁门”。

被告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刘
暖曦明知杀人凶手陈世峰有暴力
倾向，但从日本庭审及本案所有
提交的证据看，不能证明陈世峰
在凶杀案发生前有杀人倾向。根
据原告的证据，被告不构成侵权。
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合议庭归纳了双方为证明
各自主张提交的证据，双方围绕
原告主张的侵权责任是否成立
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

庭审结束后，合议庭宣布休
庭，案件将择期宣判。

江歌母亲诉刘暖曦案一审公开开庭
三次泪洒庭审现场，双方分歧较大，择日宣判

4月15日，江歌母亲江秋莲起诉刘鑫（已改名刘暖曦）生命权纠纷一
案在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作为原告方，江歌母亲江秋莲出
庭，被告方刘鑫未出庭。

江歌的母亲江秋莲带着诉讼材料，在庭审后召开新闻发布会。

本报济南4月15
日讯（记者 王皇）
4月15日，济南住房公
积金中心与济南新旧
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
会、农业银行济南分
行在先行区管委会共
同举行《服务合作协
议》签订仪式，共同打
造“金企通”公积金服
务品牌，为先行区重
点企业提供全链条一
站式服务，做到“企业
吹哨，公积金中心报
到”。

据介绍，公积金
中心开展“金企通”公
积金服务活动，旨在
发挥公积金受委托银
行网点下沉的优势，
联手搭建公积金服务
企业直通车，建立一
企一人的“伞状”服务
体系，为重点企业提
供涵盖缴存、转移、提
取、贷款等公积金业
务的全链条一站式服
务。同时，“金企通”也
是发挥公积金中心紧
密联系银行发挥溢出
效应的平台，引导银
行参与建立政银合作
新模式，充分挖掘内
容丰富、操作便捷、优
惠实在的合作项目，
为企业发展和职工个
人消费提供金融支
持，实现政府、银行和
客户的三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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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红极一时 如今黯然谢幕
经营17年的济南家乐福解放桥店正式停业闭店

“家乐福超市解放桥店
今天要整体闭店了。”15日上
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到店内探访发现，一楼只有
零星的商铺在营业，二楼超
市区货架基本已清空，只有
少数米面粮油类的货品仍在
促销。下午，济南家乐福商业
有限公司正式贴出“停业公
告”。无独有偶，3月31日，经营
了10年的珠海家乐福吉大国
贸店也以市政改造为由退出
珠海。两家大型店面相继闭
店，被苏宁易购收购后，这家
欧洲第一大零售商在中国的
道路，走得并不是那么顺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孟杰 实习生 李喆

货架基本搬空
零星商铺仍在营业

15日上午10点左右，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位于历山
路的家乐福解放桥门店。一楼的
商铺大多已关闭，工人们正在拆
除店内设施，只剩两三家店在清
仓特价处理。三楼的商铺也大多
都已关闭，透过卷帘门只能看到
空荡荡的货架，有些店家将新店
铺位置或联系电话贴在墙上。

“月初通知要撤柜，下午就要
开始搬了。”一家经营银饰的小商
铺上方挂上了大大的“清仓”字
眼。商铺老板告诉记者，自己下午

就要开始整理柜台，还压了很大
一批货，现在没有找到新的店铺
地址，存货也不知道要通过什么
方式售卖，感到有些无奈。

三楼的餐饮门店也都已经关
门。一家面店工作人员忙着整理
桌凳，称店里在晚上6点前就会搬
空。旁边一家经营运动服饰的店
面虽然还没开始整理货物，但每
件货架上的衣服都挂出了“清仓
折扣”的牌子。

与一楼和三楼的冷清相比，
二楼超市因为正在进行商品促
销，人流相对较大。零食区、熟食
区、果蔬区，均已经没有任何工作
人员和商品，只有粮油米面区仍
有顾客在排队购买。

“同品牌的面粉平时要30多
块，现在只卖10块钱。”听说家乐
福要闭店，住在附近的王阿姨一

早就过来排队等待购买折扣商
品，购物车里米面粮油装得满满
当当。

曾是济南购物“重地”
承载济南人一代记忆

“家乐福，承载着很多济南人
的记忆。”

4月7日，网友“铁树开花不开
花”在手机上看到家乐福要闭店
的信息后，跟家人一起来逛了一
下，现场的场景却令自己大失所
望。“超市的商品没有什么可以买
的，东西也一点没有便宜，和原来
的一样贵。”

也有网友吐槽，好不容易晚
上来逛一圈家乐福，结账的时候
机器却出现了故障，本来超市人
不多，最后还要排队结账，来打卡

的好心情瞬间就没有了。
家乐福刚进入济南的时候，

也是红极一时。
正在购物的张先生犹记得

2004年家乐福刚在济南开店时的
火爆场景。“满满的都是人，开业
那天我都没挤进去。”张先生称，
家乐福开店起初的几年，自己基
本没去过其他的店面，一来是因
为超市离家近，二来超市的商品
相对齐全，国内国外商品种类丰
富。但随着线上购物时代的开启，
自己和家人来家乐福的时间就少
了很多。

据了解，济南家乐福解放桥
店于2004年正式入驻济南，是家
乐福开在济南的第一家店。营业
总面积达2 . 4万平方米，光卖场
面积就达1 . 16万平方米，是当时
济南人购物消费的主要场所。

一楼的一家眼镜店老板表
示，自己与家乐福的合同到11月
份才会到期，目前并没有要立刻
搬走的打算。

在济南已经立足了17年的家
乐福为何会突然要闭店？

一位经常在家乐福购物的市
民称，可能是因为定价太高了，客
流量这几年明显少了很多。“同样
一件商品，别的市场卖80元，这里
定价100元。”

对于家乐福这两年的“衰
败”，有网友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位网友称，最近曾经去过一次
家乐福，但看到的却是卖场冷冷
清清，货架空空荡荡，顾客零零
星星。“传统零售业，近年来受到
了电商的冲击，但还是有新的店
面不断涌现，家乐福的问题不能
仅仅一味归结为没人愿意来实
体店购物了，经营不善、市场应
变能力差、反应速度慢，才是关
键。”

该网友同时表示：期待家乐
福来一场全新的革命性的布局和
调整，能让老客户有机会“故地重
游”。然而，这位网友没有等到该
店“凤凰涅槃”的那一天。

至于商场下一步的规划，停
业公告里并没有提及。

商场下一步规划
停业公告未提及

15日傍晚，家乐福解放桥店卖场内绝大部分货架已经空空荡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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