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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连载

开车追尾，驾驶证却过期26天，而之

后新证的有效期开始时间却在车祸之前，

保险公司以驾驶证过期为由不予理赔。近

日，成都仲裁委员会对这起交通赔偿案进

行了仲裁，由于双方在一个险种的保险条

款上约定了驾驶证过期的情形，在另一个

险种的保险条款上没有约定，因此仲裁委

作出了第一个险种不予赔偿，第二个险种

赔偿2000元的裁决。

2009年12月31日，王先生驾车时发生

了交通事故，由于刹车不及时，撞上了前

面的一辆车，而前面的那辆车又撞上了另

一辆车，导致三车追尾，而且车辆都有不

同程度的损伤。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

书上，认定王先生负事故的全责。

事故发生后， 王先生花了4万多的修

理费，将这三辆车进行了修理。随后，他向

自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然而，

2010年1月11日， 保险公司却以王先生的

机动车辆所持驾驶证过期为由拒绝赔偿。

王先生说，在事故发生时，自己的驾驶证

确实已过有效期26天，没有及时换证。但是，

在补发的新驾驶证中， 载明的有效期则为

2009年12月5日，时间在交通事故发生前。

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根据双方签订

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由于合同背面

所附的保险条款中约定了无驾驶证或驾

驶证有效期已届满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

害赔偿责任和造成被保险机动车损失，保

险人不负责赔偿，而且王先生在收到保单

后，并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按此保险条

款处理双方纠纷。由于王先生的驾驶证在

发生交通事故时已过有效期，所以保险公

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 根据双方签订的另一份合同，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

则没有约定驾驶证已过有效期限不予赔

偿的条款， 两轿车的修理费已超过2000

元，保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财产损失赔

偿责任限额2000元赔偿给王先生。 因此，

最后保险公司应向王先生支付赔偿款

2000元。

仲裁委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美丽马上控

悦好整形记

驾驶证过期发生车祸

保险公司该不该赔？

成都仲裁委员会近日裁决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对

合同上已列出的不赔偿情形不予赔偿

这是一段与蝴蝶的

缘分， 在他的人生中持

续了近30年。他不仅追

逐蝴蝶，还饲养蝴蝶，拥

有 3 万 多 只 蝴 蝶 标

本———他就是中国科学

院博士梁醒财。

如今，这名国内知

名蝴蝶专家，将收藏的

大部分蝴蝶标本从云

南运到成都，彭州“蝴

蝶谷”由此诞生。昨日，

坐落在彭州龙门山脉

附近的“中华蝴蝶生态

城”向游客开放。

3万多只标本美轮美奂

“中华蝴蝶生态城”不仅有中国的蝴

蝶，还有来自巴西等国外的“洋蝴蝶”，它

们在这里展翅尽显美丽。 旁边的园林里种

着各种植物，这些植物是不同蝴蝶的“寄主

植物”， 蝴蝶交配后便在这些植物上产卵，

等待夏日来临的时候，它们便破茧而出，羽

化成翩翩蝴蝶……

这里的一切，都浓缩着梁醒财的心血。为

了与更多的人分享蝴蝶的美丽， 他选择了气

候和地形适宜的彭州龙门山脉， 将这里变成

“蝴蝶谷”。他将大部分蝴蝶标本从云南运输

至此， 还在这里养了8个种类的蝴蝶……如

今，这里的蝴蝶标本有3万多只，活体蝴蝶的

种类也将从8个种类，向20多个种类发展。

最贵蝴蝶标本价值万元

“只要看到蝴蝶， 他的眼睛便会发

亮。”他的学生这样形容梁醒财。1983年，梁

醒财与一名蝴蝶专家在大山里进行野外考

察，在大山里，他目睹了蝴蝶从虫卵，到幼

虫，破茧而出成为一只蝴蝶的过程。

此后，他便开始追逐蝴蝶。在云南的大山

里，为了捕捉到美丽的褐凤蝶，他找了一户农

家住下。当晨曦来临，他便在山上“蹲守”。饿

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喝点水。等候了整整

一周，他终于捕捉到美丽的褐凤蝶。他还在广

西的大瑶山捕捉到只有中国才有的“国蝶”

———金斑喙凤蝶。这只蝴蝶标本也是“蝴蝶

谷”最贵的标本，一只价值1万元。

除了饲养蝴蝶， 他还与蝴蝶爱好者们

交流， 还收获了国外珍贵的蝴蝶标本。如

今，梁醒财来到成都，在彭州的龙门山脉，

继续追逐着蝴蝶。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摄影记者 段韵

只要你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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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报名很便捷

报名时间及条件

2012

年

3

月

26

日

~12

月

31

日

1

、出

生于

1992

年，男女不限；

2

、具有个人技能、才艺、绝活

等；

3

、遵纪守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无犯罪记录；

4

、

参赛者须不受任何其他合约的约束，以致不能签署或

履行本比赛之合约。 报名方式

A.

网上报名：登录城

市生日会大型公益活动官方网站

20years.chengdu.cn

或

登录成都全搜索网站

www.chengdu.cn

，填写并提交报

名表，同时可以随时将你

20

岁生日梦想以及你为实现

梦想所作出种种努力的视频上传到以上网址的视频

专区。

B.

现场报名： 大石西路

1

号成都电视台第二频

道 。

C.

电 话 报 名 咨 询 ：

028 -80853999

、

86530331

、

86613333-1

注意事项 参赛者选择任何一种方式报

名后，经组委会通知，到达指定地点进行选拔。参与选

拔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两寸免冠头像照

1

张，完整填写报名表格

1

份。另参赛者也可自愿提供其

他反映本人特点的资料和照片等。 参赛者报名后，经

组委会核实可在指定地点领取生日蛋糕券一份（限本

人）。 备注： 比赛入选名单将在成都电视台第二频道

CDTV-2

、成都商报、成都全搜索网站等媒体公布。

奥运会欧洲杯门票等你来拿

极具诱惑力的惊喜大奖

1

、 凡报名参加本次活动

的，都将得到天伦食品温馨祝福呈献的“天伦铭爵西点

生日水果蛋糕”一份（限成都本地）。

2

、每月

1

辆汽车，参

与者逐级闯关，竞争汽车大奖。

3

、每季度提供一个房产

大奖，参与者通过比拼和选拔环节，角逐房产大奖。由绿

地集团提供的

3

套（每套价值约

30

万）城市生日会房产大

奖，具体奖品信息：北新干线凤凰立交三环内，绿地世纪

城，面积约

50

平方米户型；蜀都新城南北大道，绿地国际

花都，约

70

平方米户型；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绿地圣

路易名邸， 约

50

平方米户型。

4

月

15

日送出的第一套房，

即为“绿地世纪城”。趣味无穷的参与体验

1

、奥运会、欧

洲杯、世博会……亲历、见证

2012

年度重大事件。

2

、马尔

代夫、长滩岛、中国香港、法国……生日主题旅行团，活

动主办方从

4

月起， 每月从城市生日会活动报名者中抽

选

15～20

名幸运者，组成“庆生主题游旅行团”，畅游国内

外著名旅游风景名胜，参与者将有机会亲临世界风景名

胜旅游。

通过“城市生日会”，旅行列车乐队昨日圆梦

“旅行列车”登上热波音乐节

“你是否和我一样，为了梦想而活着，

你是否和我一样，执着爱着……”昨日下午

2时许，旅行列车乐队站在2012热波（

成都

）

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台下观众掌声雷动。

这个曾经登上第二期《20岁·城市生日

会》 舞台展示梦想并获得梦想天使团支持

的乐队，最终在昨日圆梦。

虽然唱功不俗，可是主唱吕凡的声音听

起来有些嘶哑，第一首歌唱罢，站在台上的吕

凡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我们是旅行列车乐

队，而我就是那个不争气的主唱，因为咽喉发

炎，嗓子很哑，但是我会尽力为大家唱歌。”

唱第三首歌之前， 吕凡深情讲道：“这

首歌，本来是想送给一个很重要的人，可惜

今天他没来……”说完，音乐响起，旅行列

车乐队将《突然好想你》和《最重要的小

事》两首歌改编成一首曲子。最后，乐队带

来的是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全场观众也

跟着乐队一起大声合唱。

回到后台，吕凡有些失落，“好不容易有

这样的机会，可是嗓子却没有保护好。”团员

们围在吕凡身边安慰着她，队长魏鹏程搂着

吕凡的肩膀说：“我们今天都发挥得很好！”

在第二期《20岁·城市生日会》的舞台

上，“旅行列车”乐队引人注目。他们的梦

想，是办一场能有1000个观众的演唱会。在

展示完梦想和才艺后， 旅行列车乐队获得

了95票的超高支持率。 梦想天使团的一位

评委当即承诺， 将邀请他们到成都著名的

“热波音乐节”去表演。

《20岁·城市生日会》给邱小燕带来了

生的希望， 来自社会三十几万元的治病费

用解决了邱家的难题。如今两周过去了，邱

小燕的病情如何？昨日记者采访了她。

邱小燕入院快100天了，从发病到第二

次化疗结束， 丈夫刘业彬的努力和来自社

会点点滴滴的关心一直支撑着她。 第二次

化疗结束后，小燕的烧渐渐退了，咳嗽由重

转轻。饭量也增加了，渐渐有了力气的燕子

每天还会下床活动。

父亲在家照顾八旬奶奶， 至今仍不敢

告诉奶奶燕子重病的消息。 丈夫刘业彬将

回到成都来照顾她。“这下妈妈可以稍稍休

息一下，她太累了。”燕子告诉记者，医生预

计五一节后为她进行骨髓穿刺， 以确定什

么时候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魏晖 辜波

摄影 卢祥龙

邱小燕病情好转 将进行骨髓穿刺

3万多只“蝴蝶”飞进彭州

彭州“中华蝴蝶生态城”昨开放，梁醒财博士将收藏的3万多只蝴蝶标本运到成都

蝴蝶专家梁醒财博士正在介绍养蝴蝶的温棚

旅行列车乐队在热波音乐节上实现了演出梦想

美丽的蝴蝶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