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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出了事故后整整两个
月都要为理赔的事烦心。23岁
小伙小超（化名）租了一辆共享
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让他闹心不
已。小超告诉记者，“9月4日我
开途歌的共享汽车出了事故，当
时公司让我先把修车费用垫上，
说修好后给我返钱。现在两个
月了，这笔钱还没到我手上。”

租车出事故花了2000多元

小超在西安一所高校读大
四。9月4日早上6点多，因为生
病不舒服，他租用了一辆途歌公
司的共享汽车，前往陕西省武警
医院就医。车子行至常青二路
和永徽路十字时，与一辆出租车
发生了碰撞。

小超说，事故发生后，他赶
紧给途歌官方服务热线打了电
话进行报备，途歌公司派来一名
西安区域的工作人员协助事故

处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随
后也赶到现场，对事故责任进行
了划分，认定自己全责。

小超称，之后他给出租车司
机赔了 1000元，修车花了 1620
元，总计花费 2620元。途歌公
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笔钱按规
定用户承担一部分，保险承担一
部分，自己超出承担范围支付的
钱，将会在一个月之内返还。

用户咋担责协议有规定

这一点小超早在途歌APP
上的“用户服务协议中”了解过，
所以没什么异议。昨天，他向记
者出示了这份协议。只见在“保
险责任”一条中，对用户如何担
责的规定为：“车辆出险，用户需
支付事故定损金额的25%作为
次年车辆保险上浮费，不足1000
元按 1000元收取（定损金额以
保险公司出具的定损单所载金

额为准）。”“出险车辆定损金额
损失≧1500元人民币时（定损金
额以保险公司定损单定损金额
为准），用户需承担定损金额的
25%额外费用作为承租车辆加
速折旧费。”

“这样算下来，我需要承担
1405元，途歌公司应该给我返还
1215元。”小超说，这一点一直帮
他处理这件事的途歌工作人员
闫某也没什么异议。小超给记
者提供了一份自己和闫某的聊
天记录，“你看，我问他我能退多
少钱，他说1215元，还问我要了
银行卡号。结果现在两个月过
去了，还没有退。”

两月没退费小伙很无奈

共享汽车公司迟迟不给自
己退还相关费用，这让小超这段
时间又气又无奈。

“两个月来，我多次拨打他

们的服务热线，联系这个姓闫的
工作人员，他们每次都说让我
等，从一个月退推到10月底退，
现在11月了还没解决。现在工
作人员直接不回我微信了，服务
电话也总是忙线中。”小超说，自
己现在正处于毕业找工作阶段，
比较缺钱，这笔钱迟迟到不了，
给他添了很多麻烦。

他指着该公司相关服务条
款中的一条给记者看，“明明上
面说了，理赔金额中由客户垫付
的部分，会在保险理赔之后 30
个工作日之内返还给客户。我
现在就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里，我还能不能拿到这笔钱？”

根据小超所说，记者昨天拨
打了途歌官方服务热线试图了
解相关情况，但多次拨打之
后，电话始终处于占线中，未
能接通。

本报记者张晴悦

“妈妈尽快好起来”，这是
许行通最近的一条朋友圈内
容。4天前，他的母亲周女士在
接小孙子放学途中，被一辆黑
色越野车撞倒，越野车司机随
后驾车逃逸，65岁的周女士至
今仍躺在医院。

许行通说，现在最大的心
愿是让母亲快点好起来，他希
望能尽快找到那辆肇事车，为
母亲讨个说法。

六旬老人小区门口被撞

许行通家住西安市未央
区利君未来城小区。因为夫
妻两人工作比较忙，母亲周女
士便包揽了照顾4岁小孙子的
任务。

10月 30日下午 3点 50分
许，老人像往常一样出门接孩
子放学。十多分钟后，在单位
上班的许先生却接到了母亲出
了交通事故的消息。“我们小区
群里一个业主给我发来消息，
说小区门口有人被车撞了，看
着好像是我家的人，让我赶紧
看看。”昨天，许先生向三秦都

市报记者讲述整件事情经过时
称，自己看到群里发的照片，被
撞的居然是母亲，连忙请假往
家赶。

许母随后被120送往了西
安市第三医院，被诊断为闭合
性颅脑损伤（中型）、脑挫裂伤、
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
及左膝皮肤挫伤。

肇事车辆逃逸

为了了解到母亲出车祸的
经过，他随后调取了小区附近
的一些监控，也联系到一位亲
眼目睹车祸发生的目击证人。

在其提供的监控视频里记
者看到，事发时周女士背对着
马路在路边似乎找什么东西，
一辆原本由南向北行驶的越野
车行至此处时调了个头，随后
便将周女士撞倒在地。事故发
生后，车主似乎察觉到不对劲，
将车停下打开车门向后看了一
眼。这一过程中，一位女士上
前跟车主交涉，但 20秒后，该
车驶离了事发现场。

许先生说，这位女士就是

自己找到的目击证人，她也在
附近居住。“这位好心人说，她
当时看到我妈被撞了，上去提
醒司机，要他赶紧报警救人。
但那人没吭声上车就走了。”

撞了人还逃逸，他这几天
一直在想办法找这辆肇事车的
线索，可是这辆车没有挂牌，让
他有些一筹莫展。“我把监控拿
给懂车的人看，人家说这车
80%是猎豹飞腾。另据目击者

说，司机是个男的，约40岁，理
着光头，一条腿好像有伤，走路
不太方便。”

据悉，许行通目前已将所
获资料提供给辖区交警大队，
交警已在调取周边监控，做相
关调查。许先生希望，能有知
情人提供肇事车主的相关线
索。同时也希望这名司机看到
报道后，尽快投案自首。

本报记者张晴悦

撞倒老人后 越野车一溜烟跑了
监控拍下撞人过程 肇事车辆未挂牌照

老人被撞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为进一步推
动平安莲湖建设，昨天上午，西安市莲
湖区委政法委在钟鼓楼广场举办集中
宣传活动。

宣传现场，便衣民警演示街头盗
窃的场景。在人流密集的街道上，一名
男子正在边走边接电话，这时，他放在
上衣口袋内的钱包被旁边两个鬼鬼祟
祟的男青年盯上了。其中一个男青年
向这名打电话的男子靠了上去，从袖
子里抽出一把镊子迅速将钱包偷走，
然后与他的同伙打了一个照面，将钱
包隐蔽地转移。然而两名男子还没走
出 5米远，就被神兵天降的便衣民警
当场抓获。

表演结束，民警还不忘提醒广大
市民出门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将贵重
物品，如钱包、手机等放在贴身口袋内
或放在自己视线可及的地方，防止被
盗。便衣民警的精彩表演和贴心提示，
不时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除此之外，此次活动中，公安莲湖
分局民警和莲湖区各街道办还表演了
舞蹈、独唱、手鼓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当天，现场共摆放宣传展板30余块，发
放宣传彩页2000余册、宣传册1000余
本、“平安创建”小礼品500个，现场解
答群众疑感110余人次。

小偷街头咋行窃
民警演示全过程

本报讯（记者李佳）一名男子在和
朋友吃饭期间，突然接到电话让其出来

“说个事”，没想到竟被一伙人强行带到
西安市雁塔区某酒店遭到控制和殴
打。期间，男子被迫给其写下5万元欠
条，并将自己的私家车交给对方抵债。
多天后，该男子越想越害怕，随即报警。

10月3日，公安雁塔分局等驾坡派
出所接警后，通过报警人冯辉（化名）的
描述，初步对该警情的案发时间及其被
控制过程和活动轨迹、涉案人员等情况
有了基本了解。民警经过连续4天4夜
的走访、摸排，调取各类监控视频百余
段，受害人冯辉报警提及的嫌疑人化名
均被民警一一落实其真实姓名。随后，
专案组民警对涉案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
行了分析、摸排，并成功锁定嫌疑人。随
后，收网行动在多地同时展开，民警分两
次将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师某、
黄某、杨某、侯某先后抓获。目前，5名涉
案嫌疑人已被雁塔警方刑事拘留。

殴打强迫他人写欠条
5名嫌疑人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醉酒后声称
要帮朋友“出气”，男子打伤酒店保安，
还砸碎了店里的一个古董瓷器画缸。
如今不仅背上了七八十万元的巨额赔
偿，人也进了看守所。

2017年 10月 6日，齐某到西安曲
江某酒店吃饭。席间，齐某朋友小东
（化名）因醉酒，划伤了包间的黄花梨茶
几桌面，还砸碎了大堂的公用电话和中
餐厅的消防栓玻璃。双方达成赔偿协
议，小东女友押了1万元在前台，约定
用于维修上述被损财物。

同样喝得醉醺醺的齐某之后声称
要帮小东“出气”，打伤保安熊某，将大
堂内的3个花盆及一口古董大缸一一
砸毁，并将大堂客用电梯内的扶手破坏
至变形。

雁塔区检察院审查认定：经陕西文
化艺术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毁损的
画缸系清代晚期的霁蓝描金彩绘开光
花鸟禽兽纹画缸，该画缸完整器市场参
考价为人民币70万元至80万元。2017
年11月14日，齐某被捕。近日，雁塔区
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

醉酒砸坏清代画缸
男子被提起公诉

有一家书店文史哲经济小
说外文全都有，但基本都只有样
书，只能看不售卖。你可以选一
个阳光恰好的午后，带着自己的
书去书店里看；也可以在店里抱
着一本书看一下午。没有人催
你，也没有人打扰。

你是否觉得这样的书店很
独特，其实店主刘雯雯的经历
更独特。80后的她大学学的是
飞行器战斗机制造专业，毕业
后在飞机制造工厂当了一名工
艺员。工作一年半后，她觉得

世界很大，想出去看看。在外
打拼8年，回到西安后她就开了
这家书店。

虽然是家书店，却不以卖书
为目的，卖书只是附带品而且数
量非常小，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看
书，才是她的初衷。如今，她的
这家书店已经营5年了，很多顾
客都变成了老朋友，也有不少人
离开了西安，但常会回来看看。
大家还一起用往来的车票，贴出
了一面留言墙，相互留言，交流
读书心得。

昨天，刘雯雯告诉三秦都市
报记者：“我开书店的初衷是觉
得中国人读书量相对比较少，但
是书籍的销售却很大，那这些书
都去哪了，可能大多数都被人买
回家放在某个角落了。所以我
开这个书店的目的，就是让大家
看书而不是买书。”

身边也有朋友不太理解，一
个学飞行器专业造战斗机的，怎
么会想到开一家书店呢？对此刘
雯雯说：“人的一生有很多活法，
不一定我学了这个就不能从事其

他。人生就要不断地尝试和体
验。过程很重要，结果不重要。”

上周，她这个位于德福巷的
书店暂停营业，很多老顾客都很
舍不得。刘雯雯说：“决定搬家
是因为租约到期无法续约，新店
位置我正在寻觅当中。感谢大
家这5年多的喜欢和陪伴，相信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家
书店，也是他们的青春，有最美
好的记忆。对于我们来说，这就
是一个灵魂的港湾，心灵的栖息
地。” 本报记者李佳

男子租共享汽车出事故

垫付的修车费两个月没退

这家书店可看书不卖书
很多顾客变成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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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出了事故后整整两个
月都要为理赔的事烦心。23岁
小伙小超（化名）租了一辆共享
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让他闹心不
已。小超告诉记者，“9月4日我
开途歌的共享汽车出了事故，当
时公司让我先把修车费用垫上，
说修好后给我返钱。现在两个
月了，这笔钱还没到我手上。”

租车出事故花了2000多元

小超在西安一所高校读大
四。9月4日早上6点多，因为生
病不舒服，他租用了一辆途歌公
司的共享汽车，前往陕西省武警
医院就医。车子行至常青二路
和永徽路十字时，与一辆出租车
发生了碰撞。

小超说，事故发生后，他赶
紧给途歌官方服务热线打了电
话进行报备，途歌公司派来一名
西安区域的工作人员协助事故

处理。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随
后也赶到现场，对事故责任进行
了划分，认定自己全责。

小超称，之后他给出租车司
机赔了 1000元，修车花了 1620
元，总计花费 2620元。途歌公
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这笔钱按规
定用户承担一部分，保险承担一
部分，自己超出承担范围支付的
钱，将会在一个月之内返还。

用户咋担责协议有规定

这一点小超早在途歌APP
上的“用户服务协议中”了解过，
所以没什么异议。昨天，他向记
者出示了这份协议。只见在“保
险责任”一条中，对用户如何担
责的规定为：“车辆出险，用户需
支付事故定损金额的25%作为
次年车辆保险上浮费，不足1000
元按 1000元收取（定损金额以
保险公司出具的定损单所载金

额为准）。”“出险车辆定损金额
损失≧1500元人民币时（定损金
额以保险公司定损单定损金额
为准），用户需承担定损金额的
25%额外费用作为承租车辆加
速折旧费。”

“这样算下来，我需要承担
1405元，途歌公司应该给我返还
1215元。”小超说，这一点一直帮
他处理这件事的途歌工作人员
闫某也没什么异议。小超给记
者提供了一份自己和闫某的聊
天记录，“你看，我问他我能退多
少钱，他说1215元，还问我要了
银行卡号。结果现在两个月过
去了，还没有退。”

两月没退费小伙很无奈

共享汽车公司迟迟不给自
己退还相关费用，这让小超这段
时间又气又无奈。

“两个月来，我多次拨打他

们的服务热线，联系这个姓闫的
工作人员，他们每次都说让我
等，从一个月退推到10月底退，
现在11月了还没解决。现在工
作人员直接不回我微信了，服务
电话也总是忙线中。”小超说，自
己现在正处于毕业找工作阶段，
比较缺钱，这笔钱迟迟到不了，
给他添了很多麻烦。

他指着该公司相关服务条
款中的一条给记者看，“明明上
面说了，理赔金额中由客户垫付
的部分，会在保险理赔之后 30
个工作日之内返还给客户。我
现在就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
里，我还能不能拿到这笔钱？”

根据小超所说，记者昨天拨
打了途歌官方服务热线试图了
解相关情况，但多次拨打之
后，电话始终处于占线中，未
能接通。

本报记者张晴悦

“妈妈尽快好起来”，这是
许行通最近的一条朋友圈内
容。4天前，他的母亲周女士在
接小孙子放学途中，被一辆黑
色越野车撞倒，越野车司机随
后驾车逃逸，65岁的周女士至
今仍躺在医院。

许行通说，现在最大的心
愿是让母亲快点好起来，他希
望能尽快找到那辆肇事车，为
母亲讨个说法。

六旬老人小区门口被撞

许行通家住西安市未央
区利君未来城小区。因为夫
妻两人工作比较忙，母亲周女
士便包揽了照顾4岁小孙子的
任务。

10月 30日下午 3点 50分
许，老人像往常一样出门接孩
子放学。十多分钟后，在单位
上班的许先生却接到了母亲出
了交通事故的消息。“我们小区
群里一个业主给我发来消息，
说小区门口有人被车撞了，看
着好像是我家的人，让我赶紧
看看。”昨天，许先生向三秦都

市报记者讲述整件事情经过时
称，自己看到群里发的照片，被
撞的居然是母亲，连忙请假往
家赶。

许母随后被120送往了西
安市第三医院，被诊断为闭合
性颅脑损伤（中型）、脑挫裂伤、
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
及左膝皮肤挫伤。

肇事车辆逃逸

为了了解到母亲出车祸的
经过，他随后调取了小区附近
的一些监控，也联系到一位亲
眼目睹车祸发生的目击证人。

在其提供的监控视频里记
者看到，事发时周女士背对着
马路在路边似乎找什么东西，
一辆原本由南向北行驶的越野
车行至此处时调了个头，随后
便将周女士撞倒在地。事故发
生后，车主似乎察觉到不对劲，
将车停下打开车门向后看了一
眼。这一过程中，一位女士上
前跟车主交涉，但 20秒后，该
车驶离了事发现场。

许先生说，这位女士就是

自己找到的目击证人，她也在
附近居住。“这位好心人说，她
当时看到我妈被撞了，上去提
醒司机，要他赶紧报警救人。
但那人没吭声上车就走了。”

撞了人还逃逸，他这几天
一直在想办法找这辆肇事车的
线索，可是这辆车没有挂牌，让
他有些一筹莫展。“我把监控拿
给懂车的人看，人家说这车
80%是猎豹飞腾。另据目击者

说，司机是个男的，约40岁，理
着光头，一条腿好像有伤，走路
不太方便。”

据悉，许行通目前已将所
获资料提供给辖区交警大队，
交警已在调取周边监控，做相
关调查。许先生希望，能有知
情人提供肇事车主的相关线
索。同时也希望这名司机看到
报道后，尽快投案自首。

本报记者张晴悦

撞倒老人后 越野车一溜烟跑了
监控拍下撞人过程 肇事车辆未挂牌照

老人被撞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为进一步推
动平安莲湖建设，昨天上午，西安市莲
湖区委政法委在钟鼓楼广场举办集中
宣传活动。

宣传现场，便衣民警演示街头盗
窃的场景。在人流密集的街道上，一名
男子正在边走边接电话，这时，他放在
上衣口袋内的钱包被旁边两个鬼鬼祟
祟的男青年盯上了。其中一个男青年
向这名打电话的男子靠了上去，从袖
子里抽出一把镊子迅速将钱包偷走，
然后与他的同伙打了一个照面，将钱
包隐蔽地转移。然而两名男子还没走
出 5米远，就被神兵天降的便衣民警
当场抓获。

表演结束，民警还不忘提醒广大
市民出门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范，将贵重
物品，如钱包、手机等放在贴身口袋内
或放在自己视线可及的地方，防止被
盗。便衣民警的精彩表演和贴心提示，
不时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除此之外，此次活动中，公安莲湖
分局民警和莲湖区各街道办还表演了
舞蹈、独唱、手鼓等精彩的文艺节目。
当天，现场共摆放宣传展板30余块，发
放宣传彩页2000余册、宣传册1000余
本、“平安创建”小礼品500个，现场解
答群众疑感110余人次。

小偷街头咋行窃
民警演示全过程

本报讯（记者李佳）一名男子在和
朋友吃饭期间，突然接到电话让其出来

“说个事”，没想到竟被一伙人强行带到
西安市雁塔区某酒店遭到控制和殴
打。期间，男子被迫给其写下5万元欠
条，并将自己的私家车交给对方抵债。
多天后，该男子越想越害怕，随即报警。

10月3日，公安雁塔分局等驾坡派
出所接警后，通过报警人冯辉（化名）的
描述，初步对该警情的案发时间及其被
控制过程和活动轨迹、涉案人员等情况
有了基本了解。民警经过连续4天4夜
的走访、摸排，调取各类监控视频百余
段，受害人冯辉报警提及的嫌疑人化名
均被民警一一落实其真实姓名。随后，
专案组民警对涉案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
行了分析、摸排，并成功锁定嫌疑人。随
后，收网行动在多地同时展开，民警分两
次将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师某、
黄某、杨某、侯某先后抓获。目前，5名涉
案嫌疑人已被雁塔警方刑事拘留。

殴打强迫他人写欠条
5名嫌疑人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醉酒后声称
要帮朋友“出气”，男子打伤酒店保安，
还砸碎了店里的一个古董瓷器画缸。
如今不仅背上了七八十万元的巨额赔
偿，人也进了看守所。

2017年 10月 6日，齐某到西安曲
江某酒店吃饭。席间，齐某朋友小东
（化名）因醉酒，划伤了包间的黄花梨茶
几桌面，还砸碎了大堂的公用电话和中
餐厅的消防栓玻璃。双方达成赔偿协
议，小东女友押了1万元在前台，约定
用于维修上述被损财物。

同样喝得醉醺醺的齐某之后声称
要帮小东“出气”，打伤保安熊某，将大
堂内的3个花盆及一口古董大缸一一
砸毁，并将大堂客用电梯内的扶手破坏
至变形。

雁塔区检察院审查认定：经陕西文
化艺术品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毁损的
画缸系清代晚期的霁蓝描金彩绘开光
花鸟禽兽纹画缸，该画缸完整器市场参
考价为人民币70万元至80万元。2017
年11月14日，齐某被捕。近日，雁塔区
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

醉酒砸坏清代画缸
男子被提起公诉

有一家书店文史哲经济小
说外文全都有，但基本都只有样
书，只能看不售卖。你可以选一
个阳光恰好的午后，带着自己的
书去书店里看；也可以在店里抱
着一本书看一下午。没有人催
你，也没有人打扰。

你是否觉得这样的书店很
独特，其实店主刘雯雯的经历
更独特。80后的她大学学的是
飞行器战斗机制造专业，毕业
后在飞机制造工厂当了一名工
艺员。工作一年半后，她觉得

世界很大，想出去看看。在外
打拼8年，回到西安后她就开了
这家书店。

虽然是家书店，却不以卖书
为目的，卖书只是附带品而且数
量非常小，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看
书，才是她的初衷。如今，她的
这家书店已经营5年了，很多顾
客都变成了老朋友，也有不少人
离开了西安，但常会回来看看。
大家还一起用往来的车票，贴出
了一面留言墙，相互留言，交流
读书心得。

昨天，刘雯雯告诉三秦都市
报记者：“我开书店的初衷是觉
得中国人读书量相对比较少，但
是书籍的销售却很大，那这些书
都去哪了，可能大多数都被人买
回家放在某个角落了。所以我
开这个书店的目的，就是让大家
看书而不是买书。”

身边也有朋友不太理解，一
个学飞行器专业造战斗机的，怎
么会想到开一家书店呢？对此刘
雯雯说：“人的一生有很多活法，
不一定我学了这个就不能从事其

他。人生就要不断地尝试和体
验。过程很重要，结果不重要。”

上周，她这个位于德福巷的
书店暂停营业，很多老顾客都很
舍不得。刘雯雯说：“决定搬家
是因为租约到期无法续约，新店
位置我正在寻觅当中。感谢大
家这5年多的喜欢和陪伴，相信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家
书店，也是他们的青春，有最美
好的记忆。对于我们来说，这就
是一个灵魂的港湾，心灵的栖息
地。” 本报记者李佳

男子租共享汽车出事故

垫付的修车费两个月没退

这家书店可看书不卖书
很多顾客变成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