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板退还

罗师傅2000元

“现在我收了货，我

会将2200元的货款还给他

（罗师傅）”。昨日，徐老

板说，但给老赵的200元辛

苦钱会让罗师傅出， 因为

“这是罗师傅应该给的”。

昨晚7时许，罗师傅在

电话中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 老板已退还了他2000

元钱。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

徐老板的证实。

今明有小雨 及时添衣保暖

昨日上午， 大成都西部的市县普

遍出现了降雨，10时20分，成都市气象

台解除了21日15时20分发布的霾黄色

预警信号。此前，成都从21日到25日连

续5日发布了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

明白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成都市阴天有

零星小雨或小雨，最高气温也只有13℃，

降雨之后体感温度会下降， 还请大家及

时添衣保暖。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看天气

聚会饮酒后，明知

友人周宏醉酒且只有

E

照，彭州男子曾虎仍将

自己的车交给周宏开。

途中，周宏开车撞死了

一名老太婆。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获悉，彭州法

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

为曾虎纵容朋友醉酒

驾车才导致了这一车

祸，因此判决他俩都犯

交通肇事罪，最终判处

周宏有期徒刑

1

年 ，而

判 处 曾 虎 有 期 徒 刑

1

年，缓刑

2

年。

14

社会·生活

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两天两夜寻找，25件速冻食品归还货主 原来，委托老赵送货的是小工罗师傅……

老赵找到了货主 小工却丢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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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8日，彭州男子曾虎（化名）与

朋友周宏（化名）聚会，期间喝了2瓶啤酒。饭

后，曾虎将自己的越野车交给只有E照的周宏驾

驶，而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当天下午5时

许， 周宏开着这辆越野车来到了军乐镇的军乐

大道与政通街交叉路口，将一位老太婆撞倒。曾

虎一看吓坏了，于是就躲到了事发现场附近。而

周宏当即停车，并拨打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

周宏等到120来将老太婆抬上救护车之后才感

到很害怕，他就往事发地外边走，刚走不远，警

方就把他逮住了。

当晚7时许，曾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事后，

被撞老太婆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检测，他们两人的

血液样品乙醇浓度均已超过法定80mg/100ml的

酒驾标准。警方认定，曾虎、周宏共同承担本次事

故的全部责任。检方认为，周宏在事故发生后离开

现场，已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但彭州法院认为周宏

主观上并没有逃避法律制裁的动机， 客观上其行

为也不构成逃跑，所以不予认定逃逸。

法院经审理认为， 周宏醉酒后不符合准驾

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 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

亡，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虽然周宏在庭审中

说，是曾虎让自己开的车，不过对于这一点曾虎

并没有承认，已无法查实。法官认为，曾虎违反了

道法第22条的规定，在明知周宏无驾驶轿车资格

且醉酒的情形下，仍然纵容周宏开车，发生致1人

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他的行为也构成了交通肇

事罪。 考虑到两人在案发后积极赔偿死者家属，

取得了他们的谅解。同时，曾虎有自首情节，法院

酌情从轻处罚。上周五，彭州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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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醉驾撞死人 车主一起被判刑

法官认为：在明知朋友无驾驶轿车资格且醉酒的情形下，仍然纵容其开车，车主也构成犯罪

近年来，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不仅

“秋冬进补，开春打虎”这句谚语家喻户晓，

春季进补也开始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 和讲

究“补益元气”的冬季进补不同，春季进补则

要注意“甘平”，采用能温润滋养的食材和药

材，逐渐激发沉睡了一冬的全身活力。

春天里万物欣荣，生机蓬勃，随着气温的

回暖，身体气血运行变得更加顺畅，是人体生

理机能、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期，所以春天是

最适合进补珍贵滋补品的时节， 吸收效果最

好。如果素有旧疾，春天的适当进补也可以提

高身体抵抗力，提升体质。

燕窝、雪蛤、鱼胶，都属传统医学中享誉已

久的“八珍”补品，滋补功效自不必说。而作为

我国西部特有的沙漠药用植物品种的黑枸杞，

则是从博大神秘的藏医学中走出，成为近年来

声名鹊起的美容滋补品“新贵”，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美容大牌产品选择它作为原料。

马来西亚燕窝

极品白燕盏 低至18元/克

连两三岁孩童都能吃的补品是什么？当然

是养阴润燥、益气补中的燕窝。很多人一提到美

容养颜，第一个就会想到燕窝，它含有一类重要

的多肽类物质———表皮生长因子（EGF），可直

接刺激细胞分裂、再生、组织重建，使得燕窝对

人体组织的生长、 修复及病后复原起着很大的

作用， 这种表皮生长因子是其他饮食中无法获

得的，被誉为最佳的“美容基因”。

从古至今， 马来西亚都是燕窝的主产地

之一， 占全球燕窝总产量和贸易额的80%，拥

有最适宜金丝燕繁殖栖息的气候和生态环

境， 产出的燕窝质量各项成分标准都位居全

球榜首，是马来西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这

次“美丽女人节”特卖会带来的燕窝，来自马

来西亚最大的燕窝生产商，由环境优美、远离

工业污染的海岛燕群出产。

特卖会上的所有产品， 除了来自产地的

查验质检报告外， 每位供货商更与买够网签

订了质量保证， 承诺给大家带来品质最优的

新鲜产品。

长白山顶级雪蛤

生命力之冠 仅售28元/克

生长在长白山脉、 能耐零下三十多度极

寒的雪蛤，又名林蛙、蛤士蟆等，是一种珍贵

的蛙科动物， 作为养颜补品的功效已经广为

人知。 钟灵毓秀的长白山赋予这种小生物极

强的生命力，它的冬眠季长达五个月，每年秋

季雪蛤储存够能量准备冬眠时， 就是它的营

养价值最丰富之时。

因为经充分溶胀后能释放出胶原蛋白

质、氨基酸和核醇等物质，可促进人体特别是

皮肤组织的新陈代谢，保持肌肤光洁、细腻，

保持肌体的年轻态、健康态，雪蛤自古以来都

是美容养颜的极品。雪蛤油含有雌二醇、辛酮

等激素类物质，可促进人体内的蛋白质合成，

尤其是免疫球蛋白的合成， 提高人体对外来

病菌的抵抗能力。 此外， 它对调节女性内分

泌、改善更年期症状有很好的疗效。

柴达木黑枸杞

难以再生的稀缺资源 抢鲜价1.6元/克

药名为“旁玛”的黑枸杞，生长在终年高

温少雨的青海柴达木盆地， 不仅和普通枸杞

一样富含蛋白质、枸杞多糖、氨基酸、维生素、

矿物质、微量元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含有独

特的黑果色素———天然原花青素， 含量甚至

超过“水果之王”蓝莓，是迄今为止发现花青

素含量最高的天然野生植物， 黑枸杞被誉为

野生的“蓝色妖姬”。

野生黑枸杞分布于高山沙林， 生长条件

艰苦，择十为一，即10斤鲜果可以晾晒1斤干

果，产量稀少，泡饮黑枸杞，尽享天地精华。连

续数日饮用，面色红润、精旺气足。

深海鱼胶

远洋深海的精华 5元/克

鱼胶即鱼鳔的干制品，富含胶质，也称花

胶。鱼胶与燕窝、鱼翅齐名，是“八珍”之一，

素有“海洋人参”之誉。它的主要成分为高级

胶原蛋白、多种维生素及钙、锌、铁、硒等多种

微量元素。其蛋白质含量高达84.2%，脂肪仅

为0.2%，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食品。

除此以外， 鱼胶还是女性补充胶原蛋白

的最佳选择。人体皮肤中的蛋白质有70%是胶

原蛋白，所组成的网状结构支撑着皮肤，使肌

肤看起来光滑饱满，柔软又富有弹性。随着年

龄的增长， 皮肤组织中的胶原蛋白流失的速

度渐渐超过了生成的速度， 于是皮肤失去弹

性变薄老化，出现松弛、皱纹、干涩等现象，适

时补充胶原蛋白，可使皮肤恢复青春活力。

3月女人花 燕窝雪蛤助绽放

3月6日至9日，成都商报买够网举行“美丽女人节”特卖会，保养专家现场指导

春意盎然的三月即将

到来，俗话说：“一年之计

在于春。” 而对于重视保

养、 滋补容颜的爱美女人

来说，更是一年之“美”在

于春， 在这个时节进用美

容滋补品， 可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美丽一整年。

3月“女人月”来临之

际， 成都商报买够网为爱

美爱保养的蓉城女性带来

了“绽放大礼”：马来西亚

燕窝、长白山一级雪蛤、青海

柴达木黑枸杞、 深海鱼胶

……3月6日至9日， 蓉城女

性不但能够以实惠的价格

买到这些来自原产地的珍

贵滋养品，还能现场聆听女

性养生专家的指导、免费品

尝燕窝、领取惊喜礼品。

据了解，在3月6日至9日的“美丽女

人节”特卖会现场，成都商报、CDTV-2

还特聘资深女性养生养颜专家到场，为

女性朋友们传授保养之道。此外，深受不

少市民喜爱的易鉴大厨还将现场熬制燕

窝粥，让到场的女性朋友们免费品尝。

另外，3月8日当天，现场消费满380元

可获赠昆仑山矿泉水2瓶； 满3800元赠送

昆仑山矿泉水2件；生日为3月8日的女性，

凭身份证和收银条（不限消费金额）可

免费获赠昆仑山矿泉水1件（限308件）。

成都商报买够网“美丽女人节特卖会”：

活动时间：

3

月

6

日

~9

日

活动地点：大石西路

1

号成都电视台

第二频道

1

楼大厅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图据买够网

天南海北 寻找珍贵女性滋养品

免费尝燕窝、喝好水

还有养生专家现场指导

法官说法

这些情形 不开车也要遭

承办法官表示，根

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的规定，只要行为人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负有事故主要

或全部责任， 即构成交通肇事

罪，而亲自驾车并不是构成该罪

的必要条件。本案中，曾虎的行

为即属于非驾驶人员构成犯罪

的情形。 除了本案的情形以外，

还有哪些情形也会涉嫌犯罪。

根据道法

22

条的规定 ，任

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

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

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

机动车，承办法官认为，机动车

的所有人、 驾驶人或者管理人

等对车子具有合理支配权的

人， 对他人开车的行为负有一

种保证安全驾驶的义务。对此，

承办法官举了多个情形和事例

来说明。

荩

单位领导强行要求你开车闯

红灯， 结果出现死伤的交通事故

触犯刑法， 那么这名领导作为管

理人员，也涉嫌交通肇事罪。

朋友借你的车开， 而你明知

道他没有驾照，你还借给他，却出

了交通事故。如果朋友构成犯罪，

你作为车子所有人纵容他人无证

驾驶， 理论上也会构成交通肇事

罪，只是证据要求非常高。

你开单位的车子出差，朋友醉

酒了借车开，结果出了事。如果朋

友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你是车辆

的管理人，也会构成交通肇事罪。

你雇佣了驾驶员拉货， 超载

了，驾驶员觉得危险不开，这时你

以克扣工资相威胁， 驾驶员只得

开车， 路上出了事。 你作为管理

人，明知超载违章，还强令下属开

车，同样构成交通肇事罪。

情形

1

情形

2

情形

3

情形

4

妻子不会开车， 丈夫坐在副驾驶

教妻子开车，撞了人。妻子构成了交通

肇事罪， 那么丈夫明知妻子无证还教

妻子开车，同样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你有一辆无牌无证的车子，雇了一

个人给你搞运输，不幸撞死了人。因为

你明知车子无牌无证， 你还让别人开，

出了事，你也会构成交通肇事罪。

肇事车上的普通乘客或者劝酒的

人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承办法官指出，

这两类人都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 他们

没有义务去阻止或劝阻他人交通肇事，

即使出了车祸他们不报警也仅是受到道

德的惩罚。“法律对刑事犯罪的打击是

非常严肃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肯定

不能定罪。”不过，承办法官指出，劝酒

的人可能会承担部分民事责任。

借此， 承办法官提醒所有道路交

通的参与人都要加强安全驾驶意识，

严守交规，对他人和自己负责！

李璐 彭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情形

5

情形

6

情形

7

电影新播客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孤独的纽约》

用放大镜对准这个残酷无情的世界，我

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孤独，但从不孤单。

上千户商家

他刚问4家就找到货主

昨日一早，老赵请人打印了一张寻人启事：

“有谁前天下午在九里堤遗失25件速冻食品，

请速与我联系”，并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中午12时许，带着寻人启事，老赵来到海霸

王批发市场的冻品区域，发现1栋到16栋都是冻

品区，商家有上千户。“肯定找不到，这简直就

是大海捞针，”面容疲倦的老赵喃喃自语，走一

段问一家， 而当问到第四家时，6栋的一名大姐

告诉他， 前两天刚听表弟说有一个客户掉了25

件货。老赵赶到她所说的14栋27号，老板钟世全

告诉他，丢货的人叫罗伟，24日下午在他店里买

了5件速冻食品。 随后钟老板拨通了罗伟的电

话，告知他货已经找到了。老赵笑得咧开了嘴。

下午2时许，老赵联系上罗师傅的老板，并决

定将货直接还给对方。带着25件速冻食品，老赵

前往水碾河光明路102号小区。 在徐老板准确回

答出25件货的种类后，老赵这才放心地将货交给

对方。随后，徐老板递给他200元钱以示感谢。

昨日下午4时30分许， 老赵在茶店

子车站见到了罗师傅，双方说的第一句

话分别是：“哎呀， 我找了你好久啊！”

“哎呀，我哪想到你会来找我。”

第一反应：老赵故意骑车跑了

42岁的罗师傅介绍，24日下午，他

去海霸王批发市场进货，走到九里堤中

路时车子坏了，让赵师傅帮忙送货，“我

说送到水碾河光明路102号， 可能他没

听清楚”。

罗师傅说，骑了几百米后，车子完全

不能骑，他只能推着走。而在九里堤中路

时， 他已经看不清前方赵师傅的身影。

“我说了具体位置，他也说晓得水碾河，

我想他肯定会送过去，大约半个小时，我

猜他应该到了， 就给同事打电话让到楼

下收货，结果同事说没人，我当时就感觉

货肯定丢了，他故意骑车跑了。”

罗师傅说， 他想着把车修好后，再

沿路寻找，但来成都不到一年的他不熟

悉路，回水碾河本应往东边，不知道怎

么走到了北边，最后终于在一环路北一

段找到了一家修车铺， 修了车已经天

黑，回到水碾河已是晚上7点40分。

罗师傅说， 当天老板不在成都，但

已经知道了掉货的事情，担心老板叫赔

偿，他吓得整晚都睡不着。当晚他决定，

如果老板让他全额赔偿， 他就不干了，

毕竟自己每月工资也就2000多元。

老板让全额赔偿 他提出不干了

25日下午，老板回到成都，要求他

赔偿2200元的货款，罗师傅认为车子坏

了不该怪他， 自己只该承担一半的责

任，另一半由老板承担。遭到老板的拒

绝后，他主动提出自己不干了，老板在

结算工资时，扣除了2200元的货款。

我省今年起

停招自考律师专业新生

省教育考试院昨日下发通知,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律师专业(基础科段、

本科段) 从2014年起不再接纳新考生

报考, 从2015年起不再安排该专业课

程考试, 从2017年起不再颁发律师专

业毕业证书。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览资讯

一定要找到货主！车夫老赵的

22

小时奔波

以后长个心眼 至少留对方电话

成都商报记者：

有人认为，货还给老板了，

就不用再见罗师傅了，你觉得呢？

赵洪：

是他（罗师傅）喊我拉的货，我肯定

要对他有个交代。更何况，他的工作也丢了，和

我这两天的时间比起来，他的情况更糟糕。

成都商报记者：

罗师傅认为你是故意骑车

跑了的，想把货物占为己有，你怎么看？

赵洪：

我听到他亲自说这个话的时候，心

头还是很怄气。为这个事情，我还花了两天两夜

来找他。不过，这也是误会一场，我不怪他。

成都商报记者：

以后遇到这种事，你咋处理？

赵洪：

这个事情是个教训，以后我肯定要

长个心眼，至少留个对方的电话，好联系。

成都商报记者：

你设想了哪些掉货的情况？

罗伟：

说老实话，我只设想了唯一一种情

况，就是赵师傅看我车子坏了走得慢，故意骑

车跑了，想把货占为己有。

成都商报记者：

有没有想过货能找回来？

罗伟

：完全没有想到，没想到他真的那么

老实，是我把人心想得太坏了，我觉得很自愧

不如。

成都商报记者：

那你找过赵师傅吗？

罗伟：

想过要找的，但是没有找。我车子坏

了，又走错了路，修完车回水碾河都是晚上了，

没办法找了。 本来想第二天发完货再找的，结

果和老板说毛了，我就不干了，相当于弄脱了

工作，心情也不好，就没有再找了。

成都商报记者：

老板说，感谢赵师傅的200

元应该由你来出，你怎么看？

罗伟：

赵师傅为了找我，耗了两天时间，这

个本来就应该我来出。

成都商报记者：

工作丢了，下一步怎么办呢？

罗伟：

我马上就会找新的工作。我不怪老

板，虽然他喊我全部赔偿，但其实2月份我没干

满，他也按整月给我算满了工资的。

最新进展

A面

被委托送货的老赵

完璧归赵

■他的教训

B面

委托送货的罗师傅·丢了工作

自24日下午事情发生后，在老赵急着寻找

货主的同时，将货物转交给老赵、发现货丢了

的罗师傅又经历了怎样的两天两夜？

担心老板喊赔偿 他吓得整晚睡不着

■他的愧疚

“没想到老赵真的那么老实， 是我

把人心想得太坏了”

我觉得很自愧不如

兑彩票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

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第

2014049

期开奖结果：

12

、

02

、

18

、

11

、

20

。一等奖

1

注，单注奖

金

15837

元。

●

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

2014049

期开奖结

果：

392

，单选

14126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

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20960

注，

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4022

期开奖结果 ：

基本号码：

08

、

18

、

12

、

15

、

03

、

11

、

07

，特别号

码：

22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一等奖

0

注 ，单注奖金

0

元 。二等奖

14

注 ，单注奖金

17846

元。奖池累计金额

1749005

元 。备注 ：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 销 “排 列

3

和 排 列

5

”第

14049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

码：

908

， 全国中奖注数

11081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排列

5

中

奖号码：

90894

，全国中奖注数

12

注，单注奖

金

10

万元。

●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

14022

期 开 奖 结 果 ：

03 +06 +10 +16 +25

10+11

，一等奖

1

注，每注奖额

1000

万元，一

等奖 （追加）

0

注。 二等奖

29

注， 每注奖额

209938

元， 二等奖 （追加）

8

注， 每注奖额

125962

元。

位于太平园中五路、中六路的马

路被房地产开发商装上了一排整齐

的隔离桩，昨日下午，成都交警一分

局对此进行了强制拆除。

邹平 成都

商报记者 桑田 摄影记者 王天志

开发商路边私安隔离桩

交警进行强制拆除

柴达木黑枸杞

木瓜炖雪蛤

两人握手分别，罗师傅（右）不停地感谢老赵


