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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致电市民热线，将此情况向相关
部门进行了反映，客服人员表示，会尽快联
系处理。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王奇律师表
示，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条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
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第二十六条规定，损
坏城市树木花草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
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根据《西安市城市园林条例》第二十九
条，在园林内攀折树枝，采摘花卉、果实的，
由市、区、县园林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依法委
托的园林管理单位，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损坏城市树木采摘果实将担责

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就此事前往西安
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了解情况。静静所属学院
的一位杨姓副院长告诉记者，这其实只是沟
通上的误会，按规定静静的情况确实不符合
入学标准，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学校愿意给孩
子一个上学的机会，只是还未能见到学生家
长当面说明而已。

“静静是今年的新生。教育部门有一个
关于普通高校招生体检的文件，文件中写明

了患有严重血液疾病的学生，学校可以不予
录取。所以每年新生开学，各大高校都会组
织体检，筛查不符合条件的孩子。而静静恰
好就属于这个情况，当时我们学校将此情况
跟上级部门、医疗单位等作过汇报、核实后，
觉得孩子还处于治疗期，比较危险，不符合入
学标准，所以确实跟她说过退学的事。”

杨副院长称，但之后静静的家长表达了
自己的诉求，希望能先办理休学，视孩子的身

体恢复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作为校方，他
们也不愿意看着孩子因此失学，所以最终决
定答应了这个请求。“但之后与我们沟通的是
孩子的叔叔，我们觉得这件事最好还是由孩
子的第一监护人来办比较好，就约了静静的
父母10月9日见面，决定将该交代的都当面
交代清楚，把手续办妥，结果她的父母最终没
有来。这几天我们会联系家长妥善处理这件
事。” 本报记者张晴悦李宗华

校方称“这是沟通上的误会”

静静今年带病参加高考后，被西安科技
大学高新学院录取。这本是一件值得开心的
喜事，但近来一家人却为此事头疼不已。

“9月入学时间到了后，我先按正常手续
报了名，然后因为自己还处于治疗阶段，便
找到学校老师说明情况，希望能暂时办理请
假或休学。结果却在这个过程中被学校告
知，我的身体状况是不能被录取的，要求我
退学。”静静称，自己和家人就此事多次与学
校交涉，但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能求助

媒体。
她称，学校对录取一个患病的孩子有顾

虑，自己可以理解，但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十
分希望能得到学校的体谅。“首先，我所患的
急性髓系白血病不是传染性疾病，没有给其
他同学传染的风险。其次，我的病已经到了
最后的治疗阶段，医生说治愈的可能性非常
大，我真的不想因此失去求学的机会。”静静
说，为了消除学校其他方面的一些顾虑，自己
还手写了一份承诺书上交，自愿作出“如在学

校因为自身疾病引起意外事故，所有责任均
由本人承担，与学校无任何关系”的承诺，但
最终学校还是未能答应她的入学请求。

“我不明白，高考前我打电话咨询了教育
局，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参加高考，得到的答
复是肯定的，怎么后面入学就出了问题。”她
称，自己并非刻意隐瞒患病的事实，高考前的
体检是在去年底，而自己查出白血病是在今
年4月份。她目前最大的希望就是学校能帮
她保留入学资格。

女孩称患白血病被要求退学

大一女生患白血病学校要求退学
校方回应：退学符合规定，酌情可办休学

竹竿梯子齐上阵树枝落一地

路边柿子遭野蛮采摘
有人上私锁有人带回家

私占共享单车或担责

今年对于20岁的静静
（化名）而言，是命运多舛的
一年。

高考前夕，一向健康的
她突然查出了白血病。带
病高考好不容易被录取，上
学时又遇到了麻烦。她称，
因为患病，自己被西安科技
大学高新学院要求退学，而
她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将求学梦继续下去。

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
就此事联系该校了解情况，
学校一位相关负责人称，退
学有相关规定，但考虑到具
体情况，他们愿意给女孩上
学的机会。

“路边的柿子
不值钱，但请注意
个人素质！”有网友
发布微博称，西安市
劳动北路与梨园路
十字南面，道路两
旁绿化带里栽种的
柿子树结果后，遭
市民采摘，并配有3
张人们搬梯子采摘
柿子的图片。

昨日，记者来到该处，看到道路两旁栽
有柿子树，此时节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可
是抬头望去，靠北路段的树上，柿子少得可
怜，不过，地上可以看到一些果实脱落印出
的痕迹。

走到天朗大兴郡瀚苑小区附近的几棵
树下，记者看到，绿化带附近堆放着多根接
近一米、拇指粗的柿子树的枝条，有几颗柿
子已经烂掉黏在地上。保洁员将较大较长
的枝干收集在一起，清扫树叶，然后一趟接
着一趟地将枝叶装车运走。有的黏在地上
的果肉无法用扫把扫干净，保洁员只好找来
一根断掉的树枝，将果肉从地面上铲下来。

原来，这些枝条全都是市民采摘柿子
的时候被拽下来的，保洁员表示，平时自己
看到采摘柿子行为都会制止，奈何只靠自
己制止解决不了问题。

此时，路东有一位男士，双手握着一根
竹竿敲打柿子树上的柿子。还有一位女士
也准备效仿，发现记者拍照后，匆匆离开。

不一会儿，一位老人拎着布袋出现在树下，
不断蹲下捡拾柿子。

一位居民指着绿化带附近的竹子说，
柿子熟了，竹子也遭了殃，“有备而来”的市
民有梯子，赤手空拳的市民则选择“就地取
材”。记者看到，此处的竹子被人清理掉枝
叶，成了敲打柿子的工具。

“我们也劝过，但是，没啥效果。”附近
商铺一位商户透露，前来摘果子的除了附
近居民，也有路人一时兴起。

“路边行道树的果实反正也没人要，熟
了还会掉在地上弄脏地面，我摘走算是帮
了环卫工一把。”有采摘者这样认为。

当然，多数人对此行为表示不满，“春
华秋实，路边的果实挂在树上，赏心悦目。
如此暴力采摘，实在不该。”市民刘先生
说。陕西明堂环卫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表
示，路旁柿子树的枝条都经过修剪，结不出
大量果实，果品也一般，再加上汽车尾气、
落灰，这种果实实在是不适合吃。

路边柿子被采摘 树枝落了一地

共享，本来是大家共同拥有、一起享用。可是，记者昨日在西安市街头看
到，有的市民竟然给共享单车上把锁，变成自己的专享单车。

记者途经咸宁西路附近时看到，路边一
店铺门口不远处有一辆摩拜单车，与其他共
享单车不同的是，这辆单车的后轮处，加了
一把蓝色的锁子。附近的李先生一语道破
其中缘由，有市民把共享单车变成自己的

“私家车”，自己用的时候打开锁子，自己不
用的时候把锁子锁上，别人也没办法使用。

随后，记者途经劳动北路西安大兴医
院附近时，再次目睹一辆小黄车的前轮上
挂着一把红色私人锁子。记者伸手尝试拉
了一下，发现锁得很牢固，锁子很新，没有
钥匙打不开，也没办法正常使用。

此外，在小寨东路附近，记者也看到一

把绿色的锁子，锁住了小黄车的车轮。
除了给车子上锁外，还有人把共享单

车带回家。记者日前在大学东路附近一小
区看到，下午下班回家的一位男士，把共享
单车骑进小区，然后推车子走进电梯里，此
时，一起乘坐电梯的一位住户表达了不满：

“怎么把共享单车都带回家了？”这位男士
竟然称：“又不是你家的！”

记者向该小区物业进行了反映，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禁止单车进小区，但是有时
候住户偷偷把单车骑回家。

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这种行为，很多
市民表示非常反感。

三辆共享单车上锁变“私家车”

共享单车企业对此行为有何应对措
施？摩拜单车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市
民如果发现被私占的单车，可以通过摩拜
单车APP点击举报私占，他们进行核实后，
会解救单车，并根据使用记录寻找私占用
户，对私占用户进行扣除信用分等相关的
处理，严重的私占及破坏行为，他们会报警
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与此同时，运营人
员通过后台数据发现疑似私占车辆后，会
对车辆进行线下干预，取得明确的私占证
据后，会第一时间报警并移交公安部门处

理。小黄车客服人员表示，他们安排专人
进行网格化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维修，鼓励
市民举报。

陕西信邦律师事务所丁锐律师认为，
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用户对共享
单车的使用，属于对物的使用权有偿让渡
使用，单车的所有权还是归物权人所有，属
于公司财产，其他人不得侵犯。私自占为
己有或破坏者，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达到
一定数额有可能构成犯罪，承担刑事法律
责任。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郭珂杨若林

扣除私占用户信用分严重的将报警

一市民正在敲打树上的柿子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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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致电市民热线，将此情况向相关
部门进行了反映，客服人员表示，会尽快联
系处理。

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王奇律师表
示，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条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
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第二十六条规定，损
坏城市树木花草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
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根据《西安市城市园林条例》第二十九
条，在园林内攀折树枝，采摘花卉、果实的，
由市、区、县园林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依法委
托的园林管理单位，责令改正，处以罚款；
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损坏城市树木采摘果实将担责

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就此事前往西安
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了解情况。静静所属学院
的一位杨姓副院长告诉记者，这其实只是沟
通上的误会，按规定静静的情况确实不符合
入学标准，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学校愿意给孩
子一个上学的机会，只是还未能见到学生家
长当面说明而已。

“静静是今年的新生。教育部门有一个
关于普通高校招生体检的文件，文件中写明

了患有严重血液疾病的学生，学校可以不予
录取。所以每年新生开学，各大高校都会组
织体检，筛查不符合条件的孩子。而静静恰
好就属于这个情况，当时我们学校将此情况
跟上级部门、医疗单位等作过汇报、核实后，
觉得孩子还处于治疗期，比较危险，不符合入
学标准，所以确实跟她说过退学的事。”

杨副院长称，但之后静静的家长表达了
自己的诉求，希望能先办理休学，视孩子的身

体恢复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作为校方，他
们也不愿意看着孩子因此失学，所以最终决
定答应了这个请求。“但之后与我们沟通的是
孩子的叔叔，我们觉得这件事最好还是由孩
子的第一监护人来办比较好，就约了静静的
父母10月9日见面，决定将该交代的都当面
交代清楚，把手续办妥，结果她的父母最终没
有来。这几天我们会联系家长妥善处理这件
事。” 本报记者张晴悦李宗华

校方称“这是沟通上的误会”

静静今年带病参加高考后，被西安科技
大学高新学院录取。这本是一件值得开心的
喜事，但近来一家人却为此事头疼不已。

“9月入学时间到了后，我先按正常手续
报了名，然后因为自己还处于治疗阶段，便
找到学校老师说明情况，希望能暂时办理请
假或休学。结果却在这个过程中被学校告
知，我的身体状况是不能被录取的，要求我
退学。”静静称，自己和家人就此事多次与学
校交涉，但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只能求助

媒体。
她称，学校对录取一个患病的孩子有顾

虑，自己可以理解，但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十
分希望能得到学校的体谅。“首先，我所患的
急性髓系白血病不是传染性疾病，没有给其
他同学传染的风险。其次，我的病已经到了
最后的治疗阶段，医生说治愈的可能性非常
大，我真的不想因此失去求学的机会。”静静
说，为了消除学校其他方面的一些顾虑，自己
还手写了一份承诺书上交，自愿作出“如在学

校因为自身疾病引起意外事故，所有责任均
由本人承担，与学校无任何关系”的承诺，但
最终学校还是未能答应她的入学请求。

“我不明白，高考前我打电话咨询了教育
局，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参加高考，得到的答
复是肯定的，怎么后面入学就出了问题。”她
称，自己并非刻意隐瞒患病的事实，高考前的
体检是在去年底，而自己查出白血病是在今
年4月份。她目前最大的希望就是学校能帮
她保留入学资格。

女孩称患白血病被要求退学

大一女生患白血病学校要求退学
校方回应：退学符合规定，酌情可办休学

竹竿梯子齐上阵树枝落一地

路边柿子遭野蛮采摘
有人上私锁有人带回家

私占共享单车或担责

今年对于20岁的静静
（化名）而言，是命运多舛的
一年。

高考前夕，一向健康的
她突然查出了白血病。带
病高考好不容易被录取，上
学时又遇到了麻烦。她称，
因为患病，自己被西安科技
大学高新学院要求退学，而
她如今最大的愿望，就是能
将求学梦继续下去。

昨天，三秦都市报记者
就此事联系该校了解情况，
学校一位相关负责人称，退
学有相关规定，但考虑到具
体情况，他们愿意给女孩上
学的机会。

“路边的柿子
不值钱，但请注意
个人素质！”有网友
发布微博称，西安市
劳动北路与梨园路
十字南面，道路两
旁绿化带里栽种的
柿子树结果后，遭
市民采摘，并配有3
张人们搬梯子采摘
柿子的图片。

昨日，记者来到该处，看到道路两旁栽
有柿子树，此时节正是柿子成熟的季节，可
是抬头望去，靠北路段的树上，柿子少得可
怜，不过，地上可以看到一些果实脱落印出
的痕迹。

走到天朗大兴郡瀚苑小区附近的几棵
树下，记者看到，绿化带附近堆放着多根接
近一米、拇指粗的柿子树的枝条，有几颗柿
子已经烂掉黏在地上。保洁员将较大较长
的枝干收集在一起，清扫树叶，然后一趟接
着一趟地将枝叶装车运走。有的黏在地上
的果肉无法用扫把扫干净，保洁员只好找来
一根断掉的树枝，将果肉从地面上铲下来。

原来，这些枝条全都是市民采摘柿子
的时候被拽下来的，保洁员表示，平时自己
看到采摘柿子行为都会制止，奈何只靠自
己制止解决不了问题。

此时，路东有一位男士，双手握着一根
竹竿敲打柿子树上的柿子。还有一位女士
也准备效仿，发现记者拍照后，匆匆离开。

不一会儿，一位老人拎着布袋出现在树下，
不断蹲下捡拾柿子。

一位居民指着绿化带附近的竹子说，
柿子熟了，竹子也遭了殃，“有备而来”的市
民有梯子，赤手空拳的市民则选择“就地取
材”。记者看到，此处的竹子被人清理掉枝
叶，成了敲打柿子的工具。

“我们也劝过，但是，没啥效果。”附近
商铺一位商户透露，前来摘果子的除了附
近居民，也有路人一时兴起。

“路边行道树的果实反正也没人要，熟
了还会掉在地上弄脏地面，我摘走算是帮
了环卫工一把。”有采摘者这样认为。

当然，多数人对此行为表示不满，“春
华秋实，路边的果实挂在树上，赏心悦目。
如此暴力采摘，实在不该。”市民刘先生
说。陕西明堂环卫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表
示，路旁柿子树的枝条都经过修剪，结不出
大量果实，果品也一般，再加上汽车尾气、
落灰，这种果实实在是不适合吃。

路边柿子被采摘 树枝落了一地

共享，本来是大家共同拥有、一起享用。可是，记者昨日在西安市街头看
到，有的市民竟然给共享单车上把锁，变成自己的专享单车。

记者途经咸宁西路附近时看到，路边一
店铺门口不远处有一辆摩拜单车，与其他共
享单车不同的是，这辆单车的后轮处，加了
一把蓝色的锁子。附近的李先生一语道破
其中缘由，有市民把共享单车变成自己的

“私家车”，自己用的时候打开锁子，自己不
用的时候把锁子锁上，别人也没办法使用。

随后，记者途经劳动北路西安大兴医
院附近时，再次目睹一辆小黄车的前轮上
挂着一把红色私人锁子。记者伸手尝试拉
了一下，发现锁得很牢固，锁子很新，没有
钥匙打不开，也没办法正常使用。

此外，在小寨东路附近，记者也看到一

把绿色的锁子，锁住了小黄车的车轮。
除了给车子上锁外，还有人把共享单

车带回家。记者日前在大学东路附近一小
区看到，下午下班回家的一位男士，把共享
单车骑进小区，然后推车子走进电梯里，此
时，一起乘坐电梯的一位住户表达了不满：

“怎么把共享单车都带回家了？”这位男士
竟然称：“又不是你家的！”

记者向该小区物业进行了反映，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禁止单车进小区，但是有时
候住户偷偷把单车骑回家。

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这种行为，很多
市民表示非常反感。

三辆共享单车上锁变“私家车”

共享单车企业对此行为有何应对措
施？摩拜单车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市
民如果发现被私占的单车，可以通过摩拜
单车APP点击举报私占，他们进行核实后，
会解救单车，并根据使用记录寻找私占用
户，对私占用户进行扣除信用分等相关的
处理，严重的私占及破坏行为，他们会报警
并移交公安部门处理。与此同时，运营人
员通过后台数据发现疑似私占车辆后，会
对车辆进行线下干预，取得明确的私占证
据后，会第一时间报警并移交公安部门处

理。小黄车客服人员表示，他们安排专人
进行网格化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维修，鼓励
市民举报。

陕西信邦律师事务所丁锐律师认为，
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用户对共享
单车的使用，属于对物的使用权有偿让渡
使用，单车的所有权还是归物权人所有，属
于公司财产，其他人不得侵犯。私自占为
己有或破坏者，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达到
一定数额有可能构成犯罪，承担刑事法律
责任。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郭珂杨若林

扣除私占用户信用分严重的将报警

一市民正在敲打树上的柿子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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